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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22 年全国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报考简章

一、专业与课程

(一)开考专业与课程安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2022 年共计开考本、

专科层次专业 20 个(专科 8 个、本科 12 个)，开考课程 223 门。

具体开考专业与开考课程安排详见《2022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课程表》(附件 1)。

(二)专业与课程调整

1.为推动高等教育考试改革提质，按照教育部相关要求，根

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专业设置实施细则》，我区将于 2022 年开展自学考试专业设置管

理工作，对现行开考专业代码名称、下属课程设置、考试课程教

材进行全面调整(具体专业调整过渡方案另行通知)。自 2023 年

起，将按照调整后的专业计划安排课程考试，请考生根据当前报

考专业实际情况，妥善安排后续学习考试计划。

2.根据新教考〔2019〕15 号文件要求，汉语言(专、本科)

专业自 2022 年起不再安排课程考试，2023 年起不再颁发毕业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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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考对象及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性别、民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等

限制，均可报名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三、报名办法及相关规定

(一)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新疆招生网查看网上报名报考

流程并办理报名报考手续。

(二)考生可同时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层次和本科层

次开考的各专业课程，本科毕业手续须在获得专科毕业证半年之

后办理。

(三)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护理学”专业的考生，须按照

《教育部、卫生部关于举办高等医学教育的若干意见》(教高

〔2002〕10 号)的规定，在报名报考时上传本人“卫生类执业资

格证书”，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报名报考。

(四)报考“公安管理”和“监所管理”专业的考生，在报名

报考时须上传本人司法从业证明(工作证或单位政治部出具的相

关证明)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报名报考。

(五)因条件限制不能进行网上报名报考的考生，可到所在

地、州、市自学考试办公室，由当地考办工作人员提供网上报名

条件，并指导考生在网上报名报考。

(六)完成报名报考的考生可于考试前一周登陆新疆招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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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打印《准考证-座位通知单》。

(七)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我区自学考试有关收费标准的通知》(新

计价非字〔2000〕1468 号)规定，考生报考每门课程须按现行标

准(35 元/科)交纳报名考试费。报名确认后因故未参加考试者，

所交费用不退。

四、考试与报名时间

(一)考试时间

四月考试：2022 年 4 月 16 日—17 日

十月考试：2022 年 10 月 22 日—23 日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每科考试时间均为 150 分钟，上午考试时

间为 9:00—11:30，下午考试时间为 14:30—17:00。

(二)网上报名报考时间

四月考试：2022 年 2 月 21 日 12:00—25 日 18:00

十月考试：2022 年 8 月 8 日 12:00—12 日 18:00

五、考试方式

考试方式采取纸笔考试，所有课程均须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答卷。

六、考试成绩查询与复核

(一)考生可于考试结束后次月 25 日起，登录新疆教育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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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网查询本人考试成绩，也可通过各地、州、市教育局自学考试

办公室查询。

(二)对考试成绩有异议的考生可按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

绩复核流程》(附件 3)申请复核。

七、实践性环节考核及论文答辩

(一)有实践性环节考核要求的专业，考生须按照规定报名参

加相关课程实践性环节考核；毕业论文撰写与答辩须在专业计划

课程考试全部合格后方可申请。

(二)实践性环节考核与论文答辩的报名、实施及相关成绩发

放等工作，由各主考院校自学考试办公室统一组织安排。各主考

院校自学考试办公室联系电话：新疆大学自考办 0991-8582934；

新疆医科大学自考办 0991-4363643；新疆财经大学自考办

0991-7843846；新疆师范大学自考办 0991-4333984。

(三)疆外主考院校实践性环节考核与论文答辩相关工作，请

与主考院校指定的助学或教学点联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相关工

作由自治区公安厅政治部人事训练处教育训练科负责，联系电话

0991-5586055；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相关工作由新疆司法警官学校

负责，联系电话 0991-2655650。

八、毕业手续办理

(一)考生申请办理毕业手续时间分别为每年6月和12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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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时间以各地、州、市自学考试办公室通知为准)。考生须在规

定时间到当地自学考试办公室，依照《申请办理自考毕业证书须

知》要求申请办理毕业手续，逾期则需延至下一办证周期办理。

(二)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考生可向有学位授予权的主考学校

进行学位申请，学位申请条件和要求由相关主考学校制定。

根据教育部自学考试专业设置管理工作要求，我区现行自学

考试开考专业将于 2023 年完成与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相衔

接，因此 2022 年申请并取得工商企业管理、会计、法律、行政

管理学、计算机信息管理、公安管理等专业本科毕业证的考生无

法申请学位，需申请学位的考生可于 2023 年办理毕业后进行学

位申请。

九、自学考试教材

(一)考试教材用书见《2022 年自学考试用书目录》(附件 2)。

从 2022 年起使用新编或修订的教材已在课程名称前加注★。考

生可根据《2022 年自学考试用书目录》自行购买教材用书。

(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部分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

将会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变，命题时将截止考试之日前 6 个月由全

国人大颁布的法律和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列入相应课程的考试范

围。凡大纲、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符的，以现行法律、

法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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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简章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负责解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自学考试处地址：乌鲁木齐市

南昌路 456 号。咨询电话：0991—5172013。

新疆招生网：http://www.xjzk.gov.cn

新疆教育厅门户网：http://www.xjedu.gov.cn

附件：

1.202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课程表

2.2022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用书目录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复核流程

http://www.xjzk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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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课程表
4月考试

学历

层次

主考

院校
专业名称

星期六(4月 16 日) 星期日(4 月 17 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公共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12656)

普通逻辑(0002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教育学(一)(0042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心理学(00031)

大学语文(04729)

英语(一)(00012)

英语(二)(00015)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02199)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线性代数(02198)

物理(工)(00420)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高等数学(一)(00020)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经济类共同课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管理学原理(00054)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基础会计学(00041)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专科
新疆财经

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020201)

市场营销学(00058)

人力资源管理(一)(00147)

国际贸易实务(三)(00891)

中国税制(00146)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生产与作业管理(00145)

基础会计学(00041)

企业会计学(00055)

企业管理概论(00144)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专科
新疆财经

大学

会计

(020203)
管理会计(一)(00157)

财务管理学(00067)

中国税制(00146)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中级财务会计(00155)

基础会计学(00041)

成本会计(00156)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00070)

企业管理概论(00144)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专科 新疆大学
法律

(030112)

宪法学(05679)

国际法(00247)

民法学(00242)

刑法学(00245)

行政法学(00261)

中国法制史(00223)

刑事诉讼法学(00260)

民事诉讼法学(00243)

法理学(05677)

经济法概论(0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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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主考

院校
专业名称

星期六(4月 16 日) 星期日(4 月 17 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专科 新疆大学
行政管理

(030301)
市政学(00292)

人力资源管理(一)(00147)

现代管理学(00107)

公文写作与处理(00341)

政府经济管理概论(03349)

行政管理学(00277)

社会研究方法(03350)

公共关系学(00182)

法学概论(00040)

企业管理概论(00144)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政治学概论(00312)

专科
新疆师范

大学

小学教育

(040103)
教育原理(00405)

美育基础(00409)

小学教育科学研究(00406)

现代教育技术(00413)

小学语文教学论(00410)

小学教育心理学(00407)

中外文学作品导读(00415)

高等数学基础(00417)

小学数学教学论(00411)

小学科学教育(00408)

汉语基础(00416)

数论初步(00418)

科学.技术.社会(00395)

小学班主任(00412)

专科 新疆大学
汉语言文学

(050114)
现代汉语(00535)

文学概论(一)(00529)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00530)

古代汉语(00536)

写作(一)(00506)

外国文学作品选(00534)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00531)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0533)

专科 新疆大学
英语

(050207)
英语阅读(一)(00595)

英语阅读(二)(00596)
综合英语(一)(00794)

英语国家概况(00522)

英语写作基础(00597)
综合英语(二)(00795)

专科
新疆医科

大学

护理学

(100701)

护理学基础(02997)

健康教育学(00488)

病理学(02901)

生物化学(三)(03179)

营养学(03000)

药理学(一)(02903)

护理伦理学(02996)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02864)

内科护理学(一)(02998)

医学心理学(02113)

生理学(02899)

儿科护理学(一)(03003)

外科护理学(一)(03001)

妇产科护理学(一)(03002)

本科
新疆财经

大学

会计

(020204)

市场营销学(00058)

会计制度设计(0016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金融理论与实务(00150)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0149)

审计学(00160)

高级财务会计(00159)

资产评估(00158)

财务报表分析(一)(00161)

本科
新疆财经

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020202)

企业经营战略(00151)

财务管理学(00067)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管理学原理(00054)

金融理论与实务(00150)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0149)

质量管理(一)(00153)

企业管理咨询(00154)
组织行为学(0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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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主考

院校
专业名称

星期六(4月 16 日) 星期日(4 月 17 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本科 新疆大学
法律

(030106)

国际私法(00249)

中国法律思想史(00264)

金融法(05678)

合同法(00230)

国际经济法概论(00246)

西方法律思想史(00265)

公证与律师制度(00259)

公司法(00227)

法律文书写作(00262)

票据法(00257)

保险法(00258)

劳动法(00167)

外国法制史(00263)

婚姻家庭法(05680)

知识产权法(00226)

税法(00233)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00228)

房地产法(00169)

本科

中央司法

警官教育

学院

监所管理

(030109) 狱内侦查学(00932) 矫正教育学(00931)
中国监狱史(00934)

监所法律文书(00930)
中国司法制度(00927)

本科 新疆大学
行政管理学

(030302)

公共政策(00318)

普通逻辑(00024)

领导科学(00320)

财务管理学(00067)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00315)

行政组织理论(00319)

公务员制度(01848)

西方政治制度(00316)

中国文化概论(00321)

社会学概论(00034)

中国行政史(00322)

本科
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

公安管理

(030401)
警察伦理学(00369)

公安信息学(00372)

刑事证据学(00370)

犯罪学(一)(00235)
刑事侦查情报学(00861)

公安决策学(00371)

警察组织行为学(00859)

涉外警务概论(00373)

本科
新疆师范

大学

教育学

(040108)
教育统计与测量(00452)

中外教育简史(00464)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00465)

教育学原理(00469)

德育原理(00468)

比较教育(00472)

教育管理原理(00449)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0466)

课程与教学论(00467)

教育法学(00453)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456)

本科
新疆师范

大学

小学教育

(040112)
中外教育简史(00464)
小学艺术教育(06230)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00465)
中小学教育管理(00458)
现代教育测量与评价学(06231)

比较教育(0047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0466)
课程与教学论(00467)

教育法学(00453)

本科 新疆大学
汉语言文学

(050105)

美学(00037)

外国文学史(00540)

训诂学(00819)

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00812)
外国作家作品专题研究(00813)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00539)

中国现代文学史(00537)

语言学概论(00541)

中国古代文论选读(0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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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主考

院校
专业名称

星期六(4月 16 日) 星期日(4 月 17 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本科 新疆大学
英语

(050201)
英语翻译(00087)

高级英语(00600)

英语语法(00831)

英语科技文选(00836)

旅游英语选读(00837)

现代语言学(00830)

英语词汇学(00832)

外贸函电(00094)

外语教学法(00833)

语言与文化(00838)

英美文学选读(00604)

英语写作(00603)

俄语(二)(00017)

本科 新疆大学
计算机信息管理

(082208)

信息资源管理(02378)

运筹学基础(02375)

数据结构导论(02142)

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00910)

数据库系统原理(04735)

管理经济学(02628)

C++程序设计(04737)

软件开发工具(03173)

计算机网络原理(04741)

操作系统概论(02323)

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04757)

本科
新疆医科

大学

护理学

(100702)

内科护理学(二)(03202)
护理管理学(03006)
外科护理学(二)(03203)

预防医学(二)(03200)
护理学研究(03008)
精神障碍护理学(03009)

护理学导论(03201)
老年护理学(04435)
护理教育导论(03005)
公共关系学(00182)

急救护理学(03007)
社区护理学(一)(03004)
妇产科护理学(二)(03010)
儿科护理学(二)(03011)
康复护理学(0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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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考试

学历

层次

主考

院校
专业名称

星期六(10月 22 日) 星期日(10 月 23 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公共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37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7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心理学(00031)

普通逻辑(00024)

教育学(一)(0042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大学语文(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12656)

英语(一)(00012)

英语(二)(00015)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0219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3)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197)

高等数学(一)(00020)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线性代数(02198) 物理(工)(00420)

经济类共同课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管理学原理(00054)
基础会计学(00041)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专科
新疆财经

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020201)

市场营销学(00058)

人力资源管理(一)(00147)

国际贸易实务(三)(00891)

中国税制(00146)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生产与作业管理(00145)

基础会计学(00041)

企业会计学(00055)

企业管理概论(00144)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专科
新疆财经

大学

会计

(020203)
管理会计(一)(00157)

财务管理学(00067)

中国税制(00146)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中级财务会计(00155)

基础会计学(00041)

成本会计(00156)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00070)

企业管理概论(00144)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专科 新疆大学
法律

(030112)

宪法学(05679)

国际法(00247)

民法学(00242)

刑法学(00245)

行政法学(00261)

中国法制史(00223)

刑事诉讼法学(00260)

民事诉讼法学(00243)

法理学(05677)

经济法概论(0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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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主考

院校
专业名称

星期六(10月 22 日) 星期日(10 月 23 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专科 新疆大学
行政管理

(030301)
市政学(00292)

人力资源管理(一)(00147)

现代管理学(00107)

公文写作与处理(00341)

政府经济管理概论(03349)

行政管理学(00277)

社会研究方法(03350)

公共关系学(00182)

法学概论(00040)

企业管理概论(00144)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政治学概论(00312)

专科
新疆师范

大学

小学教育

(040103)

教育原理(00405)

美育基础(00409)

小学教育科学研究(00406)

现代教育技术(00413)

小学语文教学论(00410)

小学教育心理学(00407)

中外文学作品导读(00415)

高等数学基础(00417)

小学数学教学论(00411)

小学科学教育(00408)

汉语基础(00416)

数论初步(00418)

科学.技术.社会(00395)

小学班主任(00412)

专科 新疆大学
汉语言文学

(050114)
现代汉语(00535)

文学概论(一)(00529)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00530)

古代汉语(00536)

写作(一)(00506)

外国文学作品选(00534)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00531)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0533)

专科 新疆大学
英语

(050207)
英语阅读(一)(00595)

英语阅读(二)(00596)
综合英语(二)(00795)

英语国家概况(00522)

英语写作基础(00597)
综合英语(一)(00794)

专科
新疆医科

大学

护理学

(100701)

护理学基础(02997)

健康教育学(00488)

病理学(02901)

生物化学(三)(03179)

营养学(03000)

药理学(一)(02903)

护理伦理学(02996)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02864)

内科护理学(一)(02998)

医学心理学(02113)

生理学(02899)

儿科护理学(一)(03003)

外科护理学(一)(03001)

妇产科护理学(一)(03002)

本科
新疆财经

大学

会计

(020204)
市场营销学(00058)

会计制度设计(00162)

金融理论与实务(00150)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0149)

审计学(00160)

高级财务会计(00159)

资产评估(00158)

财务报表分析(一)(0016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本科
新疆财经

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020202)
企业经营战略(00151)

财务管理学(00067)

管理学原理(00054)

金融理论与实务(00150)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0149)

质量管理(一)(00153)

企业管理咨询(00154)

组织行为学(001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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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主考

院校
专业名称

星期六(10月 22 日) 星期日(10 月 23 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本科 新疆大学
法律

(030106)

国际私法(00249)

中国法律思想史(00264)

金融法(05678)

合同法(00230)

国际经济法概论(00246)

西方法律思想史(00265)

公证与律师制度(00259)

公司法(00227)

法律文书写作(00262)

票据法(00257)

保险法(00258)

劳动法(00167)

外国法制史(00263)

婚姻家庭法(05680)

知识产权法(00226)

税法(00233)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00228)

房地产法(00169)

本科

中央司法

警官教育

学院

监所管理

(030109) 罪犯劳动改造学(00928) 矫正原理与实务(12561)
西方监狱制度概论(00935)

中国监狱史(00934)
罪犯改造心理学(00933)

本科 新疆大学
行政管理学

(030302)

公共政策(00318)

普通逻辑(00024)

领导科学(00320)

财务管理学(00067)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00315)

行政组织理论(00319)

公务员制度(01848)

西方政治制度(00316)

中国文化概论(00321)

社会学概论(00034)

中国行政史(00322)

本科
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

公安管理

(030401)
警察伦理学(00369)

公安信息学(00372)

刑事证据学(00370)

犯罪学(一)(00235)

刑事侦查情报学(00861)

公安行政诉讼(00860)

公安决策学(00371)

警察组织行为学(00859)

涉外警务概论(00373)

本科
新疆师范

大学

教育学

(040108)
教育统计与测量(00452)

中外教育简史(00464)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00465)

教育学原理(00469)

德育原理(00468)

比较教育(00472)

教育管理原理(00449)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0466)

课程与教学论(00467)

教育法学(00453)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456)

本科
新疆师范

大学

小学教育

(040112)

中外教育简史(00464)
小学数学教学研究(03330)

文学概论(二)(00542)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00465)

中小学教育管理(00458)
比较教育(0047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0466)

课程与教学论(00467)

教育法学(00453)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03329)

本科 新疆大学
汉语言文学

(050105)

美学(00037)

外国文学史(00540)

西方文论选读(00815)

民间文学(00508)

社会科学基础(00823)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00539)

中国现代文学史(00537)

语言学概论(0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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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主考

院校
专业名称

星期六(10月 22 日) 星期日(10 月 23 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本科 新疆大学
英语

(050201)
英语翻译(00087)

高级英语(00600)

英语语法(00831)

英语科技文选(00836)

旅游英语选读(00837)

现代语言学(00830)

英语词汇学(00832)

外贸函电(00094)

外语教学法(00833)

语言与文化(00838)

英美文学选读(00604)

英语写作(00603)

俄语(二)(00017)

本科 新疆大学
计算机信息管理

(082208)

信息资源管理(02378)

运筹学基础(02375)

数据结构导论(02142)

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00910)

数据库系统原理(04735)

管理经济学(02628)

C++程序设计(04737)

软件开发工具(03173)

计算机网络原理(04741)

操作系统概论(02323)

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04757)

本科
新疆医科

大学

护理学

(100702)

内科护理学(二)(03202)
护理管理学(03006)
外科护理学(二)(03203)

预防医学(二)(03200)
护理学研究(03008)
精神障碍护理学(03009)

护理学导论(03201)
老年护理学(04435)
护理教育导论(03005)
公共关系学(00182)

急救护理学(03007)
社区护理学(一)(03004)
妇产科护理学(二)(03010)
儿科护理学(二)(03011)
康复护理学(0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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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用书目录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考试大纲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新版启
用时间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自学考试大纲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张雷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00012 英语（一） 英语（一）自学考试大纲 英语（一）自学教程 张敬源 张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015 英语（二） 英语（二）自学考试大纲 英语（二）自学教程 张敬源 张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017 俄语(二) 黑大俄语1-4册(第二次修订版)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年版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自学考试大纲 计算机应用基础 赵守香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版

00020 高等数学（一） 高等数学（一）自学考试大纲 高等数学（一） 扈志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

00022 高等数学（工专） 高等数学（工专）自学考试大纲 高等数学（工专） 吴纪桃 漆毅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024 普通逻辑 普通逻辑自学考试大纲 普通逻辑 杜国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00031 心理学 心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心理学 张厚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00034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概论自学考试大纲 社会学概论 刘豪兴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037 美学 美学自学考试大纲 美学 朱立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00040 法学概论 法学概论自学考试大纲 法学概论 王磊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041 基础会计学 *基础会计学自学考试大纲 基础会计学 徐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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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自学考试大纲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李仁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自学考试大纲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周山芙 赵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054 管理学原理 管理学原理自学考试大纲 管理学原理 白瑷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00055 企业会计学 *企业会计学自学考试大纲 企业会计学 刘东明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年版

00058 市场营销学 市场营销学自学考试大纲 市场营销学 毕克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自学考试大纲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侯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00067 财务管理学 *财务管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财务管理学 贾国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00070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自学考试大纲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昝志宏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年版

00087 英语翻译 英汉互译自学考试大纲 英汉互译教程 孟庆升 张希春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年版

00094 外贸函电 外贸函电自学考试大纲 外贸函电 方春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00107 现代管理学 现代管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现代管理学 刘熙瑞 杨朝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企业管理概论自学考试大纲 企业管理概论 闫笑非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145 生产与作业管理 生产与作业管理自学考试大纲 生产与作业管理 张仁侠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年版

00146 中国税制 *中国税制自学考试大纲 中国税制 梁俊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00147 人力资源管理（一） 人力资源管理（一）自学考试大纲 人力资源管理（一） 赵凤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自学考试大纲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冷柏军 张玮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金融理论与实务自学考试大纲 金融理论与实务 贾玉革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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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1 企业经营战略 企业经营战略自学考试大纲 企业经营战略概论 白瑷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152 组织行为学 组织行为学自学考试大纲 组织行为学 高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00153 质量管理（一） 质量管理自学考试大纲 质量管理学 焦叔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154 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自学考试大纲 企业管理咨询 丁栋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155 中级财务会计 *中级财务会计自学考试大纲 中级财务会计 孟永峰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年版

00156 成本会计 *成本会计自学考试大纲 成本会计 林莉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年版

00157 管理会计（一） *管理会计（一）自学考试大纲 管理会计（一） 余恕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年版

00158 资产评估 *资产评估自学考试大纲 资产评估 李胜坤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年版

00159 高级财务会计 *高级财务会计自学考试大纲 高级财务会计 胡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6年版

00160 审计学 *审计学自学考试大纲 审计学 丁瑞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年版

00161 财务报表分析（一） *财务报表分析自学考试大纲 财务报表分析 袁淳 吕兆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年版

00162 会计制度设计 会计制度设计自学考试大纲 会计制度设计 王本哲 王尔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年版

00167 劳动法 劳动法自学考试大纲 劳动法 郭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0169 房地产法 房地产法自学考试大纲 房地产法 楼建波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00182 公共关系学 公共关系学自学考试大纲 公共关系学 廖为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00223 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自学考试大纲 中国法制史 王立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00226 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自学考试大纲 知识产权法 吴汉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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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7 公司法 公司法自学考试大纲 公司法 顾功耘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0022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自学考试大纲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汪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00230 合同法 合同法自学考试大纲 合同法 傅鼎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00233 税法 税法自学考试大纲 税法 徐孟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00235 犯罪学（一） 犯罪学（一）自学考试大纲 犯罪学（一） 李明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00242 民法学 民法学自学考试大纲 民法学 郭明瑞 房绍坤 刘凯湘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0243 民事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自学考试大纲 民事诉讼法学 潘剑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00244 经济法概论 经济法概论自学考试大纲 经济法概论 张守文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0245 刑法学 刑法学自学考试大纲 刑法学 张明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00246 国际经济法概论 国际经济法概论自学考试大纲 国际经济法概论 余劲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00247 国际法 国际法自学考试大纲 国际法 黄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0249 国际私法 国际私法自学考试大纲 国际私法 蒋新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257 票据法 票据法自学考试大纲 票据法 傅鼎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0258 保险法 保险法自学考试大纲 保险法 徐卫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00259 公证与律师制度 公证与律师制度自学考试大纲 公证与律师制度 马宏俊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00260 刑事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自学考试大纲 刑事诉讼法学 汪建成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00261 行政法学 行政法学自学考试大纲 行政法学 湛中乐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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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2 法律文书写作 法律文书写作自学考试大纲 法律文书写作 刘金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263 外国法制史 外国法制史自学考试大纲 外国法制史 曾尔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0264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法律思想史自学考试大纲 中国法律思想史 李启成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265 西方法律思想史 西方法律思想史自学考试大纲 西方法律思想史 徐爱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00277 行政管理学 行政管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行政管理学 胡象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00292 市政学 市政学自学考试大纲 市政学 孙亚忠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00312 政治学概论 政治学概论自学考试大纲 政治学概论 周光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学考试大纲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王续添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00316 西方政治制度 西方政治制度自学考试大纲 西方政治制度 谭君久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00318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学自学考试大纲 公共政策学 宁骚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00319 行政组织理论 行政组织理论自学考试大纲 行政组织理论 倪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00320 领导科学 领导科学自学考试大纲 领导科学 黄强 彭向刚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中国文化概论自学考试大纲 中国文化概论 王宁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年版

00322 中国行政史 中国行政史自学考试大纲 中国行政史 虞崇胜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341 公文写作与处理 公文写作与处理自学考试大纲 公文写作与处理 饶士奇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00369 警察伦理学 警察伦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警察伦理学 杜晋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00370 刑事证据学 刑事证据学自学考试大纲 刑事证据学 刘万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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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1 公安决策学 公安决策学自学考试大纲 公安决策学 王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00372 公安信息学 公安信息学自学考试大纲 公安信息学 孟宪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00373 涉外警务概论 涉外警务概论自学考试大纲 涉外警务概论 向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00395 科学.技术.社会 科学.技术.社会自学考试大纲 科学、技术与社会 刘孝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

00405 教育原理 教育原理自学考试大纲 教育原理 柳海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00406 小学教育科学研究 小学教育科学研究自学考试大纲 小学教育科学研究 杨小微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00407 小学教育心理学 小学教育心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小学教育心理学 姚梅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00408 小学科学教育 小学科学教育自学考试大纲 小学科学教育 杨宝山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00409 美育基础 美育基础自学考试大纲 美育基础 王旭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0410 小学语文教学论 小学语文教学论自学考试大纲 小学语文教学论 易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

00411 小学数学教学论 小学数学教育自学考试大纲 小学数学教学论 周玉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00412 小学班主任 小学班主任自学考试大纲 小学班主任 翟天山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00413 现代教育技术 现代教育技术自学考试大纲 现代教育技术 乌美娜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00415 中外文学作品导读 中外文学作品导读自学考试大纲 中外文学作品导读 温儒敏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416 汉语基础 汉语基础自学考试大纲 汉语基础 陈绂 白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00417 高等数学基础 高等数学基础自学考试大纲 高等数学基础 王德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00418 数论初步 数论初步自学考试大纲 数论初步 周春荔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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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0 物理（工） *物理（工）自学考试大纲 物理（工） 吴王杰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年版

00429 教育学（一） 教育学自学考试大纲 教育学 劳凯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00449 教育管理原理 教育管理原理自学考试大纲 教育管理原理 孙绵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版

00452 教育统计与测量 *教育统计与测量自学考试大纲 教育统计与测量 赵德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0453 教育法学 教育法学自学考试大纲 教育法学 劳凯声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00456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自学考试大纲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刘志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00458 中小学教育管理 中小学教育管理自学考试大纲 中小学教育管理 鲍传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00464 中外教育简史 中外教育简史自学考试大纲 中外教育简史 郭法奇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00465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自学考试大纲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傅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0466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阴国恩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00467 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论自学考试大纲 课程与教学论 钟启泉 张华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0468 德育原理 德育原理自学考试大纲 德育原理 班建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0469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原理自学考试大纲 教育学原理 魏曼华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00472 比较教育 比较教育自学考试大纲 比较教育 马健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版

00488 健康教育学 健康教育学自学考试大纲 健康教育学 吕姿之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0506 写作（一） 写作自学考试大纲 写作（一） 徐行言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00508 民间文学 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第五版) 段宝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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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2 英语国家概况 英语国家概况自学考试大纲 英语国家概况 余志远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年版

00529 文学概论（一） 文学概论自学考试大纲 文学概论 王一川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自学考试大纲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陈思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年版

00531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自学考试大纲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陈思和 宋炳辉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自学考试大纲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方智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年版

0053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自学考试大纲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方智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0534 外国文学作品选 外国文学作品选自学考试大纲 外国文学作品选 刘建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

00535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自学考试大纲 现代汉语 齐沪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年版

00536 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自学考试大纲 古代汉语 王宁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自学考试大纲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丁帆 朱晓进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自学考试大纲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陈洪 张峰屹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053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自学考试大纲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陈洪 张峰屹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0540 外国文学史 外国文学史自学考试大纲 外国文学史 孟昭毅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0541 语言学概论 语言学概论自学考试大纲 语言学概论 沈阳 贺阳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年版

00542 文学概论(二) 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 童庆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00595 英语阅读（一） 英语阅读（一）自学考试大纲 英语阅读（一） 俞洪亮 秦旭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00596 英语阅读（二） 英语阅读（二）自学考试大纲 英语阅读（二） 白永权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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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7 英语写作基础 英语写作基础自学考试大纲 英语写作基础 杨俊峰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00600 高级英语 高级英语自学考试大纲 高级英语（上下册） 王家湘 张中载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年版

00603 英语写作 英语写作自学考试大纲 英语写作 杨俊峰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00604 英美文学选读 英美文学选读自学考试大纲 英美文学选读 张伯香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年版

00794 综合英语（一） 综合英语（一）自学考试大纲 综合英语（一）上下册 徐克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年版

00795 综合英语（二） 综合英语（二）自学考试大纲 综合英语（二）上下册 徐克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年版

00812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专题(新编版) 刘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00813 外国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20世纪西方文学(第3版) 刘建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00814 中国古代文论选读 中国古代文论 李壮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00815 西方文论选读 西方文论选(第2版) 孟庆枢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00819 训诂学 训诂学初稿(第六版) 周大璞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00823 社会科学基础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欧阳康 张明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00830 现代语言学 现代语言学自学考试大纲 现代语言学 何兆熊 梅德明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年版

00831 英语语法 英语语法自学考试大纲 现代英语语法 李基安 王望妮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年版

00832 英语词汇学 英语词汇学自学考试大纲 英语词汇学 张维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年版

00833 外语教学法 外语教学法自学考试大纲 外语教学法 舒白梅 陈佑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00836 英语科技文选 英语科技文选自学考试大纲 英语科技文选 李碧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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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7 旅游英语选读 旅游英语选读自学考试大纲 旅游英语选读 修月祯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00838 语言与文化 语言与文化自学考试大纲 语言与文化 王振亚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00859 警察组织行为学 警察组织行为学自学考试大纲 警察组织行为学 孙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00860 公安行政诉讼 公安行政诉讼自学考试大纲 公安行政诉讼教程 高文英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00861 刑事侦查情报学 刑事侦查情报学自学考试大纲 刑事侦查情报学 于凤玲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00891 国际贸易实务（三） 国际贸易实务自学考试大纲 国际贸易实务 聂利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0910 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 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自学考试大纲 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 李凤云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00927 中国司法制度 中国司法制度自学考试大纲 中国司法制度 张绍彦 韦华 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00928 罪犯劳动改造学 罪犯劳动改造学自学考试大纲 罪犯劳动改造学 宋胜尊 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00930 监所法律文书 监所法律文书自学考试大纲 监所法律文书 白焕然 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00931 矫正教育学 矫正教育学自学考试大纲 矫正教育学 夏宗素 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

00932 狱内侦查学 狱内侦查学自学考试大纲 狱内侦查学 徐为霞 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00933 罪犯改造心理学 罪犯改造心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罪犯改造心理学 章恩友 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00934 中国监狱史 中国监狱史自学考试大纲 中国监狱史 王利荣 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00935 西方监狱制度概论 西方监狱制度概论自学考试大纲 西方监狱制度概论 郭建安 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01848 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制度自学考试大纲 公务员制度 刘俊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2113 医学心理学 医学心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医学心理学 胡佩诚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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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42 数据结构导论 数据结构导论自学考试大纲 数据结构导论 郑诚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自学考试大纲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孙洪祥 张志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2198 线性代数 线性代数自学考试大纲 线性代数 申亚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版

02199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自学考试大纲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刘吉佑 李少琪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02323 操作系统概论 操作系统概论自学考试大纲 操作系统概论 张琼声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年版

02375 运筹学基础 *运筹学基础自学考试大纲 运筹学基础 张学群 崔越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

02378 信息资源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自学考试大纲 信息资源管理 武刚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年版

02628 管理经济学 管理经济学自学考试大纲 管理经济学 陈建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2864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自学考试大纲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安云庆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2899 生理学 生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生理学 朱大年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年版

02901 病理学 病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病理学 孙保存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年版

02903 药理学（一） 药理学（一）自学考试大纲 药理学（一） 董志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年版

02996 护理伦理学 护理伦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护理伦理学 丛亚丽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8年版

02997 护理学基础 护理学基础自学考试大纲 护理学基础 绳宇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8年版

02998 内科护理学（一） 内科护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内科护理学 姚景鹏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3000 营养学 营养学自学考试大纲 营养学 郭红卫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8年版

03001 外科护理学（一） 外科护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外科护理学 顾沛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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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2 妇产科护理学（一） 妇产科护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妇产科护理学 何仲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8年版

03003 儿科护理学（一） 儿科护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儿科护理学 陈京立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8年版

03004 社区护理学（一） 社区护理学（一）自学考试大纲 社区护理学（一） 李春玉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7年版

03005 护理教育导论 护理教育导论自学考试大纲 护理教育导论 郑修霞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3006 护理管理学 护理管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护理管理学 周颖清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3007 急救护理学 急救护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急救护理学 张海燕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7年版

03008 护理学研究 护理学研究自学考试大纲 护理学研究 刘华平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3009 精神障碍护理学 精神障碍护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精神障碍护理学 郭延庆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3010 妇产科护理学（二） 妇产科护理学（二）自学考试大纲 妇产科护理学（二） 何仲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3011 儿科护理学（二） 儿科护理学（二）自学考试大纲 儿科护理学（二） 陈京立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3173 软件开发工具 软件开发工具自学考试大纲 软件开发工具 方美琪 陈禹 蒋洪迅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版

03179 生物化学（三） 生物化学（三）自学考试大纲 生物化学（三） 查锡良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年版

03200 预防医学（二） 预防医学（二）自学考试大纲 预防医学（二） 钟才高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3201 护理学导论 护理学导论自学考试大纲 护理学导论 李小妹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3202 内科护理学（二） 内科护理学（二）自学考试大纲 内科护理学（二） 姚景鹏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年版

03203 外科护理学（二） 外科护理学（二）自学考试大纲 外科护理学（二） 顾沛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1年版

03329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 小学语文教学与研究 王守恒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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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30 小学数学教学研究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 孔企平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03349 政府经济管理概论 政府经济管理概论自学考试大纲 政府经济管理概论 孙亚忠 金乐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03350 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方法自学考试大纲 社会研究方法 关信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自学考试大纲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自学考试学

习读本
刘瑞复 左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自学考试大纲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自学考试学习读本 李捷 王顺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自学考试大纲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自学考试学

习读本
卫兴华 赵家祥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自学考试大纲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柳金甫 张志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线性代数（经管类）自学考试大纲 线性代数（经管类） 刘吉佑 徐诚浩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4435 老年护理学 老年护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老年护理学 尤黎明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4436 康复护理学 康复护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康复护理学 黄永禧 王宁华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4729 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自学考试大纲 大学语文 徐中玉 陶型传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04735 数据库系统原理 数据库系统原理自学考试大纲 数据库系统原理 黄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年版

04737 C＋＋程序设计 C＋＋程序设计自学考试大纲 C＋＋程序设计 辛运帏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年版

04741 计算机网络原理 计算机网络原理自学考试大纲 计算机网络原理 李全龙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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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57 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 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自学考试大纲 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 刘世峰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版

05677 法理学 法理学自学考试大纲 法理学 周旺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05678 金融法 金融法自学考试大纲 金融法 吴志攀 刘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05679 宪法学 宪法学自学考试大纲 宪法学 胡锦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05680 婚姻家庭法 婚姻家庭法自学考试大纲 婚姻家庭法 马忆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06230 小学艺术教育 文艺理论基础 许自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06231 现代教育测量与评价学 教育测量与评价(第二版) 胡中峰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12561 矫正原理与实务 矫正原理与实务自学考试大纲 矫正原理与实务 高莹 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自学考试大纲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自学考试学习读本
孙蚌珠 冯雅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注：

1.出版社前加“*”的，表明大纲教材的出版社名称将有所变动，但内容等其它方面没有变

化，不影响大纲教材的使用。

2.大纲名称前加“*”的，表示大纲允许考试过程中携带不具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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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成绩复核流程

一、复核内容

(一)复核卷面各题目是否存在漏评。

(二)复核卷面各题目合分是否有误。

二、复核程序

(一)成绩复核考生须于成绩公布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由本

人持准考证、身份证(原件)，向考试所在地州市教育局考试中心

(自考办)提交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内容必须包含考生姓名、准考

证号、身份证号、申请复核课程代码及名称。

(二)各地州市教育局考试中心(自考办)对本地区成绩复核

考生进行汇总，并于成绩公布后 15 个工作日内上报自治区教育

考试院。

(三)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统一进行成绩复核后，于成绩公布后

25 个工作日内将复核结果反馈至地州市教育局考试中心(自考

办)。

(四)地州市教育局考试中心(自考办)于成绩公布后 30 个工

作日内将复核结果告知考生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