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 2022 年 4 月自学考试报考简章

一、报考须知

（一）从2018 年起，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均按申请毕业当年执行的各

专业计划要求办理毕业手续（各专业计划以浙江省自考委公布的正式文件为准）。

相关专业计划和课程顶替、使用等问题，按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关于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专业计划执行有关问题的通知》（浙教试院〔2018〕30 号）及《教育部

关于调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政治课课程设置的通知》（教考试函〔2006〕2

号)执行。

（二）法学类课程的考试范围包括：自考试之日起六个月前由全国人大和国

务院新颁布或修订的法律、法规；在新教材大纲启用前，凡教材、大纲与现行法

律、法规不符的，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政治课中“形势与政策”考试范围为：

考前 8个月至考前 2个月间的有关内容。

2018年 4月 28日国家司法部公布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司法部令第 140 号）对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报名条件已限定为：

“本办法实施前已取得学籍（考籍）或者已取得相应学历的高等学校法律类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谨请报考法律类专业自考生报考前详细了解相关

规定。

（三）“00018/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由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

考试证书顶替；英语教育本科课程“10050 翻译”，由课程“00087 英语翻译”

顶替；日语本科 00845 第二外语(英)，除可由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二级或

以上笔试合格成绩顶替外，考生亦可选择报考“00012 英语(一)”顶替。

（四）由我省编写的各专业课程自学考试大纲均在网上公布，不再另行印发。

（五）3080801 房屋建筑工程专科专业停止接纳新生；2022 年 10 月安排最

后一次考试；2023 年 7 月开始停止颁发毕业证书。

（六）下列专业主考院校已作调整：

1.1050305 新闻学本科、1080806 建筑工程本科专业主考院校由浙江大学调



整为浙江工业大学。

2.1030106 法律本科、1040110 心理健康教育本科专业主考院校由浙江大学

调整为宁波大学。

3.1020106 金融本科专业主考院校由浙江大学调整为浙江工商大学和浙江

财经大学（按考生本人选择的实践性环节考核院校对应毕业证书副署）。

4.1020110 国际贸易本科、1020115 经济学本科主考院校由浙江大学调整为

浙江财经大学。

5.1050105 汉语言文学本科、1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本科主考院校由浙江大

学调整为浙江外国语学院。

6.3100701 护理学专科主考院校由浙江大学调整为浙江中医药大学。

2020 年上半年及以前已报考了上述专业的老考生，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

仍可按原主考院校申请毕业，符合学位条件的，按原规定授予；此后一律按调整

后的主考院校申请毕业。2020 年下半年开始报考上述专业的新考生，均按调整

后的主考院校申请毕业。上述专业所有考生的实践性环节考核均由调整后的主考

院校组织。

（七）除 120201K 工商管理、120203K 会计学、120204 财务管理、“030101K

法学”、“080208 汽车服务工程”五个专业外，本次简章继续使用原专业代码

和名称。

（八）请考生随时关注浙江教育考试院网站相关内容。

二、报考条件

凡有志于学习专业知识、为祖国建设效力的公民均可报考。报考专科起点本

科专业的考生在申请本科毕业时必须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毕

业证书。

下表所列专业对报考条件、报考程序有特殊限制，考生报考须符合下表具

体规定；考生个人或社会助学单位违反报考条件限制规定报考，分别由考生本

人或办理集体报名的助学单位承担责任，并将受到不承认考试结果、不受理毕

业申请的处理。



专 业 报 考 条 件

护理学 专、

本 科

凡在我省医疗机构从事护理工作，获得护士职业资格并具有

中专（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在职人员，均可报考护理学（专科、

专科起点本科）专业，其中报考护理学专科起点本科专业的考生，

在申请本科毕业时须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国民教育系列护理学专

业专科毕业证书。符合条件的报考者（新考生），需在注册完成

后 3天（工作日）内，向当地自考机构提交单位同意报考介绍信、

护士职业资格证书、学历证书办理报名资格审核手续。

公安管理

本科

凡报考本专业的公安干警、武装警察和保卫干部（新考生）

应先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由公安机关审核批准后统一向当地自

考办办理集体报名手续（或在个人注册完成后 3天（工作日）内，

向当地自考机构提交当地公安机关同意报考介绍信，办理报名资

格审核手续）。

三、报名时间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14 日（详见报名通告）。

考生提供的报名信息（姓名、身份证号、数码相片、专业代码、课程代码、

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务必真实准确，考生应认真仔细核对报考的相关信息

并确保真实准确，否则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由报名者自己承担责任。



2022 年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课程（理论课）

本科专业

开考专业 主考学校 2022-04-16 2022-04-17

09:00~11:30 14:30~17:00 09:00~11:30 14:30~17:00

090502
园林

浙江农林大学 00051 管理系统中

计算机应用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6644 园林史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7894 园林植物遗

传育种

06631 园林苗圃学

14616 园林植物应

用设计

00015 英语(二)
06045 观赏植物栽

培学

07427 园林生态学

1020106
金融

浙江大学（老生）

浙江财经大学

（新生）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051 管理系统中

计算机应用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067 财务管理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4184 线性代数(经
管类)
00054 管理学原理

04183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经管类)
00078 银行会计学

00015 英语(二)

1020110
国际贸易

浙江大学

（老生）

浙江财经大学

（新生）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051 管理系统中

计算机应用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5844 国际商务英

语

04184 线性代数(经
管类)
00054 管理学原理

04183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经管类)
00096 外刊经贸知

识选读

00102 世界市场行

情

00896 电子商务概

论

00098 国际市场营

销学

1020115
经济学

浙江大学（老生）

浙江财经大学

（新生）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051 管理系统中

计算机应用

00139 西方经济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4184 线性代数(经
管类)
00009 政治经济学

(财经类)
00141 发展经济学

04183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经管类)
00015 英语(二)
00140 国际经济学

1020202
工商企业

管理

浙江工商大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051 管理系统中

计算机应用

00157 管理会计(一)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320 领导科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4184 线性代数(经
管类)
00149 国际贸易理

论与实务

00150 金融理论与

实务

00054 管理学原理

00227 公司法

04183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经管类)
00015 英语(二)
00152 组织行为学



120201K
工商管理

浙江工商大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157 管理会计(一)
00320 领导科学

00051 管理系统中

计算机应用

00067 财务管理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4184 线性代数(经
管类)
00227 公司法

00054 管理学原理

00150 金融理论与

实务

00149 国际贸易理

论与实务

04183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经管类)
00015 英语(二)
00152 组织行为学

1020204
会计

浙江财经大学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051 管理系统中

计算机应用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150 金融理论与

实务

00149 国际贸易理

论与实务

00146 中国税制

04184 线性代数(经
管类)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160 审计学

00159 高级财务会

计

04183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经管类)

00158 资产评估

00233 税法

00015 英语(二)

120203K
会计学

浙江财经大学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051 管理系统中

计算机应用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149 国际贸易理

论与实务

00150 金融理论与

实务

00146 中国税制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4184 线性代数(经
管类)

00159 高级财务会

计

00160 审计学

04183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经管类)

00015 英语(二)
00158 资产评估

00233 税法

1020208
市场营销

浙江工商大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051 管理系统中

计算机应用

00157 管理会计(一)
00185 商品流通概

论

04184 线性代数(经
管类)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149 国际贸易理

论与实务

00150 金融理论与

实务

00227 公司法

00634 广告策划

04183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经管类)
00015 英语(二)
00098 国际市场营

销学

1020210
旅游管理

浙江工商大学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051 管理系统中

计算机应用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198 旅游企业投

资与管理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4184 线性代数(经
管类)

04183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经管类)
00199 中外民俗

00152 组织行为学

00015 英语(二)



1020213
企业财务

管理

浙江工商大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051 管理系统中

计算机应用

00157 管理会计(一)
00058 市场营销学

04184 线性代数(经
管类)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146 中国税制

04183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经管类)
00160 审计学

00015 英语(二)
00158 资产评估

120204
财务管理

浙江工商大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157 管理会计(一)
00051 管理系统中

计算机应用

00058 市场营销学

04184 线性代数(经
管类)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146 中国税制

04183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经管类)
00160 审计学

00158 资产评估

00015 英语(二)

1020216
电子商务

浙江工商大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911 互联网数据

库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915 电子商务与

现代物流

00995 商法(二)

00906 电子商务网

站设计原理

00015 英语(二)

1020218
人力资源

管理

嘉兴学院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051 管理系统中

计算机应用

06092 工作分析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054 管理学原理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277 行政管理学

06090 人员素质测

评理论与方法

00889 经济学(二)
00015 英语(二)
00034 社会学概论

06088 管理思想史

06091 薪酬管理

1020229
物流管理

浙江工商大学 00139 西方经济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054 管理学原理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7043 供应链管理 07044 物流系统分

析与设计

00015 英语(二)
1030106
法律

浙江大学（老生）

宁波大学（新生）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264 中国法律思

想史

00249 国际私法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265 西方法律思

想史

00259 公证与律师

制度

00227 公司法

00258 保险法 00015 英语(二)
00233 税法

00228 环境与资源

保护法学

030101K
法学

宁波大学 00249 国际私法

00264 中国法律思

想史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227 公司法

00259 公证与律师

制度

00265 西方法律思

想史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258 保险法 00015 英语(二)
00228 环境与资源

保护法学

00233 税法

1030302
行政管理

学

浙江工商大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320 领导科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315 当代中国政

治制度

00316 西方政治制

度

00321 中国文化概

论

00923 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一)
00015 英语(二)
00034 社会学概论

00322 中国行政史



1030401
公安管理

浙江警察学院 00369 警察伦理学

00372 公安信息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370 刑事证据学

00235 犯罪学(一)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861 刑事侦查情

报学

00371 公安决策学

00373 涉外警务概

论

00015 英语(二)
00859 警察组织行

为学

04729 大学语文

1040102
学前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884 学前教育行

政与管理

00398 学前教育原

理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885 学前教育诊

断与咨询

00882 学前教育心

理学

00399 学前游戏论

00402 学前教育史

00887 儿童文学名

著导读

00015 英语(二)
00403 学前儿童家

庭教育

1040108
教育学

浙江师范大学 00464 中外教育简

史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471 认知心理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466 发展与教育

心理学

00472 比较教育

00453 教育法学

00456 教育科学研

究方法

00015 英语(二)
1040110
心理健康

教育

浙江大学（老生）

宁波大学（新生）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6056 心理学史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6058 学校心理学

02113 医学心理学 02047 社会心理学

(二)
00015 英语(二)

1040112
小学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464 中外教育简

史

10036 教育预测与

规划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458 中小学教育

管理

00472 比较教育

00466 发展与教育

心理学

00015 英语(二)
00431 教学设计

1050105
汉语言文

学

浙江大学（老生）

浙江外国语学院

（新生）

00540 外国文学史

00037 美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7409 宋词研究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821 现代汉语语

法研究

00538 中国古代文

学史(一)
00321 中国文化概

论

00541 语言学概论

00015 英语(二)

1050201
英语语言

文学

浙江大学（老生）

浙江外国语学院

（新生）

00600 高级英语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831 英语语法

00836 英语科技文

选

00832 英语词汇学

00839 第二外语（俄

语）

00840 第二外语（日

语）

00841 第二外语（法

语）

00842 第二外语（德

语）

00604 英美文学选

读

1050202
日语

浙江师范大学 00535 现代汉语

00609 高级日语(一)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10206 日本社会与

文化

00611 日语句法篇

章法

00839 第二外语（俄

语）

00612 日本文学选

读



00841 第二外语（法

语）

00842 第二外语（德

语）

1050305
新闻学

浙江大学（老生）

浙江工业大学

（新生）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642 传播学概论

00529 文学概论(一)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661 中外新闻作

品研究

00321 中国文化概

论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658 新闻评论写

作

00244 经济法概论

00015 英语(二)
1050310
播音与主

持

浙江传媒学院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0642 传播学概论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654 新闻采访写

作

07173 播音与主持

创作基础

00658 新闻评论写

作

00541 语言学概论

00015 英语(二)
1050311
广播电视

编导

浙江传媒学院 00642 传播学概论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1178 电视艺术概

论

00015 英语(二)
01183 电视文艺编

导

1050410
美术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744 美术鉴赏 00745 中国画论

00015 英语(二)
1050412
环境艺术

设计

中国美术学院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321 中国文化概

论

06216 中外建筑史

00015 英语(二)
06220 形态与空间

造型

1050419
服装艺术

设计

浙江科技学院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10127 服装材料学

(二)
00015 英语(二)

1050421
工业设计

中国美术学院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1933 现代工业设

计史论

00177 消费心理学

01936 人机工程学

(二)

00015 英语(二)
04851 产品设计程

序与方法

1050433
视觉传达

设计

浙江科技学院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10194 书籍装帧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10193 商业摄影

00015 英语(二)
10132 电脑印刷设

计

1050451
动漫设计

中国美术学院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0015 英语(二)
03424 动画史

1080702
计算机及

应用

浙江工业大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4747 JAVA语言程

序设计(一)

02326 操作系统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4735 数据库系统

原理

02325 计算机系统

结构

02333 软件工程

00015 英语(二)

1080806
建筑工程

浙江大学（老生）

浙江工业大学

（新生）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2440 混凝土结构

设计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2446 建筑设备

02198 线性代数

02448 建筑结构试

验

00015 英语(二)
02442 钢结构

02447 建筑经济与

企业管理

1081722
汽车营销

与售后技

宁波工程学院 00051 管理系统中

计算机应用

03708 中国近现代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5832 汽车工业企

00177 消费心理学

05833 汽车法规

00015 英语(二)
00896 电子商务概

论



术服务 史纲要

05841 车辆工程基

础

业管理

080208
汽车服务

工程

宁波工程学院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5841 车辆工程基

础

00051 管理系统中

计算机应用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5832 汽车工业企

业管理

05833 汽车法规

00177 消费心理学

00896 电子商务概

论

00015 英语(二)

1082208
计算机信

息管理

浙江工业大学 02142 数据结构导

论

02378 信息资源管

理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4735 数据库系统

原理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2628 管理经济学 02323 操作系统概

论

04757 信息系统开

发与管理

00015 英语(二)

1100702
护理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03202 内科护理学

(二)

03709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

03009 精神障碍护

理学

03200 预防医学(二)

00182 公共关系学

04435 老年护理学

03201 护理学导论

00015 英语(二)
03004 社区护理学

(一)
03007 急救护理学

专科专业

开考专业 主考学校 2022-04-16 2022-04-17

09:00~11:30 14:30~17:00 09:00~11:30 14:30~17:00

3020109
国际贸易

浙江工商大学 00058 市场营销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 政治经济学

(财经类)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0041 基础会计学 05156 经济学原理

3020205
人力资源

管理

嘉兴学院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0147 人力资源管

理(一)
00165 劳动就业概

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5087 统计学概论

00009 政治经济学

(财经类)

00164 劳动经济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

(财经类)
00071 社会保障概

论

00144 企业管理概

论

00152 组织行为学

3020207
市场营销

浙江工商大学 00058 市场营销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0178 市场调查与

预测

00009 政治经济学

(财经类)
05087 统计学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

00041 基础会计学

07146 消费者行为

学

00144 企业管理概

论

00043 经济法概论

(财经类)
06481 经济应用文

写作



养与法律基础

3020209
旅游管理

浙江工商大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0192 旅游市场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0189 旅游与饭店

会计

00190 中国旅游地

理

00193 饭店管理概

论

06481 经济应用文

写作

06177 旅游公共关

系

3020215
电子商务

浙江工商大学 00058 市场营销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0898 互联网软件

应用与开发

00892 商务交流(二)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894 计算机与网

络技术基础

00902 电子商务案

例分析

00896 电子商务概

论

00889 经济学(二)
3020228
物流管理

浙江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58 市场营销学

07008 采购与仓储

管理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0145 生产与作业

管理

04729 大学语文

00144 企业管理概

论

00043 经济法概论

(财经类)
3030112
法律

浙江工商大学 05679 宪法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0918 民事诉讼原

理与实务(一)
00995 商法(二)

00260 刑事诉讼法

学

00244 经济法概论

00923 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一)

3030301
行政管理

浙江工业大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0292 市政学

00147 人力资源管

理(一)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0107 现代管理学

03350 社会研究方

法

00277 行政管理学

00182 公共关系学

04729 大学语文

00040 法学概论

3040101
学前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0385 学前卫生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5823 儿童文学概

论

00389 学前教育科

学研究

3040103
小学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0406 小学教育科

学研究

00410 小学语文教

学论

00411 小学数学教

学论

3040109
心理健康

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6051 心理卫生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6054 心理咨询与

辅导

06049 心理学导论 02109 心理测量

3050104
汉语言文

学

浙江师范大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0529 文学概论(一)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5823 儿童文学概

论

00506 写作(一)
00031 心理学

00533 中国古代文

学作品选(二)



00535 现代汉语

3050207
英语

浙江师范大学 00596 英语阅读(二)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0831 英语语法

00522 英语国家概

况

00795 综合英语(二)
06009 初级翻译技

巧

3050208
日语

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0605 基础日语(一)

00608 日本国概况 00843 日语阅读(一)
04729 大学语文

3050444
环境艺术

设计

中国美术学院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0688 设计概论 00708 装饰材料与

构造

3050445
动漫设计

中国美术学院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7189 视听语言

3080801
房屋建筑

工程

浙江大学 02391 工程力学(二)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2393 结构力学(一)

02396 混凝土及砌

体结构

02394 房屋建筑学

04729 大学语文

02398 土力学及地

基基础

3100701
护理学

浙江大学（老生）

浙江中医药大学

（新生）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2997 护理学基础

03621 社区护理学

导论

03000 营养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3179 生物化学(三)

06951 人体解剖学

02895 病原生物学

与免疫学基础

02113 医学心理学

02899 生理学

03003 儿科护理学

(一)

4020105
金融

浙江财经大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0139 西方经济学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5087 统计学概论

00041 基础会计学 04719 金融会计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

(财经类)

4020201
工商企业

管理

浙江工商大学 00147 人力资源管

理(一)
00058 市场营销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 政治经济学

(财经类)
05087 统计学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0041 基础会计学

00145 生产与作业

管理

00177 消费心理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

(财经类)
00144 企业管理概

论

10143 连锁经营管

理

06481 经济应用文

写作

4020203
会计

浙江财经大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157 管理会计(一)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5087 统计学概论

00009 政治经济学

(财经类)

00155 中级财务会

计

00041 基础会计学

06481 经济应用文

写作

00043 经济法概论

(财经类)

4020211
饭店管理

浙江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

00058 市场营销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8639 饭店人力资

源管理

00199 中外民俗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4050224
韩国语

浙江树人大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1113 韩国语阅读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1105 中级韩国语

(一)
00182 公共关系学

01110 韩国概况

04729 大学语文

00012 英语(一)

4050402
服装艺术

设计

浙江科技学院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0677 服装材料

4080306
机电一体

化

宁波大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2234 电子技术基

础(一)

02185 机械设计基

础

06604 高等数学(四)

4080701
计算机及

应用

宁波大学 02316 计算机应用

技术

02142 数据结构导

论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4730 电子技术基

础(三)

00894 计算机与网

络技术基础

02120 数据库及其

应用

00896 电子商务概

论

02323 操作系统概

论

04729 大学语文

00012 英语(一)
00022 高等数学(工
专)

4080744
数控技术

应用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7743 机械设计基

础(一)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4081702
汽车运用

技术

浙江师范大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4946 汽车发动机

原理与汽车理论

06921 汽车机械基

础

4082207
计算机信

息管理

浙江工业大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54 电子商务与

电子政务

02316 计算机应用

技术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2141 计算机网络

技术

07759 visual basic 程
序设计

00022 高等数学(工
专)
00144 企业管理概

论

4082209
建筑经济

管理

浙江工业大学 02655 建筑施工(二)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2658 建筑工程项

目管理

03410 工程造价

02396 混凝土及砌

体结构

00043 经济法概论

(财经类)
04156 建筑工程经

济

4090114
园林

浙江农林大学 12656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03706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08721 园林施工与

管理

06635 园林植物病

虫害防治



义理论体系概论

06634 园林植物遗

传与育种

04729 大学语文

自学考试实践课程报考说明

1.报名条件：已基本完成某门课程理论学习的考生，方可报考该门课程所涉

及的实践环节考核；综合性毕业论文（设计）的考核须在完成该专业课程的学习

后方可报考。

无论是否跨专业选修，其实践课认定学分不得超过本专业设定的选修课实践

学分。

2.报名及考核时间：实践环节考核报名与理论课程报名同步进行。各主考院

校将视专业及课程情况每年安排一到二次考核，本次安排报名的专业及课程，具

体考核时间由主考院校确定，请考生及时查阅各校网站和浙江教育考试网站。

3. 原浙江大学主考专业的实践性环节考核均由调整后的主考院校组织。

4. 实践环节考核专业及课程见下表。

2022 年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课程（实践课）

本科专业

开考专业 考核课程 考核地点

090502
园林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
06046 观赏植物栽培学（实践）

14617 园林植物应用设计（实践）

05604 园林生态学（实践）

浙江农林大学

1020106
金融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
21003 金融本科毕业论文(实)

浙江财经大学

1020110
国际贸易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
21006 国际贸易本科毕业论文(实)

浙江财经大学

1020115
经济学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
21040 经济学本科毕业论文(实)

浙江财经大学

10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21046 工商企业管理本科毕业论文(实)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
00154 企业管理咨询(实)
00151 企业经营战略(实)

浙江工商大学

120201K
工商管理

21046 工商企业管理本科毕业论文(实)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
00151 企业经营战略(实)
00154 企业管理咨询(实)

浙江工商大学

1020204
会计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
21004 会计本科毕业论文(实)

浙江财经大学



120203K
会计学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
21004 会计本科毕业论文(实)

浙江财经大学

1020208
市场营销

21045 市场营销本科毕业论文(实)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
00184 市场营销策划(实)

浙江工商大学

1020210
旅游管理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
00200 客源国概况(实)
00197 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实)
21063 旅游管理本科毕业论文(实)

浙江工商大学

1020213
企业财务管理

21087 企业财务管理本科毕业论文(实)
18003 税收策划(实)
00207 高级财务管理(实)
00208 国际财务管理(实)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

浙江工商大学

120204
财务管理

18003 税收策划(实)
21087 企业财务管理本科毕业论文(实)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
00208 国际财务管理(实)
00207 高级财务管理(实)

浙江工商大学

1020216
电子商务

21050 电子商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实)
00998 电子商务安全导论(实)
00916 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实)
00912 互联网数据库(实)
00909 网络营销与策划(实)
00907 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实)

浙江工商大学

10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21056 人力资源管理本科毕业论文(实)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

嘉兴学院

1020229
物流管理

07999 物流管理本科毕业设计(实)
02383 管理信息系统(实)
07047 物流软件开发工具(实)
07045 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实)
07042 物流中心规划设计(实)
07040 物流技术(实)

浙江工商大学

1030106
法律

21005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实) 宁波大学

030101K
法学

21005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实) 宁波大学

1030302
行政管理学

21002 行政管理本科毕业论文(实) 浙江工商大学

1030401
公安管理

21007 公安管理本科毕业论文(实) 浙江警察学院

1040102
学前教育

21058 学前教育本科毕业论文(实)
00881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与论文写作(实)

浙江师范大学

1040108 21047 教育学本科毕业论文(实) 浙江师范大学



教育学

1040110
心理健康教育

21049 心理健康教育本科毕业论文(实) 宁波大学

1040112
小学教育

21080 小学教育本科毕业论文(实) 浙江师范大学

1050105
汉语言文学

21001 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实) 浙江外国语学院

1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00094 外贸函电(实)
00602 口译与听力(实)
21041 英语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实)

浙江外国语学院

1050202
日语

21081 日语本科毕业论文(实) 浙江师范大学

1050305
新闻学

21043 新闻学本科毕业论文(实) 浙江工业大学

1050310
播音与主持

21082 播音与主持本科毕业论文(实)
07177 即兴口语表达(实)
07174 播音与主持创作基础(实)

浙江传媒学院

1050311
广播电视编导

21083 广播电视编导本科毕业论文(实)
01182 电视文艺节目创作(实)
01180 电视采访(实)

浙江传媒学院

1050410
美术教育

07077 广告设计(实)
07076 油画(实)
07075 计算机辅助设计(实)
07073 版画(实)
21076 美术教育本科毕业论文(实)
00742 美术技法理论(实)

浙江师范大学

1050412
环境艺术设计

00699 材料加工和成型工艺(实)
21077 环境艺术设计本科毕业论文(实)
10210 建筑环境艺术设计(实)
10209 公共环境艺术设计(实)
10207 形态与空间造型(实)
07079 计算机辅助设计(实)
07078 专业绘画(实)
06918 工程图学基础(实)
06224 园林艺术学(实)

中国美术学院

1050419
服装艺术设计

10133 男装构成与工艺(实)
10131 男装设计(实)
10130 高级女装设计(实)
10129 女装构成与工艺(实)
10128 展示设计(实)
10126 立体裁剪(实)
10125 服装 CAD(二)(实)
10123 服装色彩(实)
10122 时装画(实)

浙江科技学院



21073 服装艺术设计本科毕业设计(实)

1050421
工业设计

10258 工业设计本科毕业设计及论文(实)
10257 工业设计本科综合设计(实)
10256 工业设计本科专题设计(实)
07078 专业绘画(实)
07075 计算机辅助设计(实)
04852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实)
01935 产品构造(实)
01934 机械制图(四)(实)
00699 材料加工和成型工艺(实)

中国美术学院

1050433
视觉传达设计

10142 企业形象设计(CIS)(二)(实)
10141 包装与容器设计(实)
10140 广告设计(实)
10139 编排设计(实)
10138 标志设计(二)(实)
10137 图形设计(实)
10136 计算机辅助设计(实)
21072 视觉传达设计本科毕业设计(实)

浙江科技学院

1050451
动漫设计

10260 动漫设计本科毕业论文(实)
01949 Combustion(一)(实)
01948 After effect(一)(实)
01947 角色动画(实)
01946 灯光及材质贴图制作(实)
01945 建模及骨架绑定(实)
01944 Softimage xsi 软件(一)(实)
01943 MAYA软件(一)(实)
01942 3DS MAX 软件(一)(实)
01941 动画制作(一)(实)
01940 影片后期制作(实)
01939 动画运动原理与时间掌握(实)
01938 Digital painting(数字绘画)(实)
01937 角色与场景(实)

中国美术学院

1080702
计算机及应用

02334 软件工程(实)
02327 操作系统(实)
04748 JAVA 语言程序设计(一)(实)
04738 C++程序设计(实)
04736 数据库系统原理(实)
04734 数据结构(实)
21030 计算机及应用本科毕业设计(实)

浙江工业大学

1080806
建筑工程

00421 物理(工)(实)
02441 混凝土结构设计(实)
02443 钢结构(实)
02449 建筑结构试验(实)
02276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实)

浙江工业大学



05721 流体力学(实)
21042 建筑工程材料本科毕业考核 (设计或论

文)(实)
1081722
汽车营销与售后技术服务

21096 汽车营销与售后服务本科毕业设计(实)
05836 汽车维修技术(实)
05837 汽车市场调查分析(实)
05839 汽车故障分析(实)
05840 汽车售后服务工程(实)
00897 电子商务概论(实)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

宁波工程学院

080208
汽车服务工程

21096 汽车营销与售后服务本科毕业设计(实)
05840 汽车售后服务工程(实)
05839 汽车故障分析(实)
05837 汽车市场调查分析(实)
05836 汽车维修技术(实)
00897 电子商务概论(实)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

宁波工程学院

1082208
计算机信息管理

04738 C++程序设计(实)
04736 数据库系统原理(实)
03173 软件开发工具(实)
21048 计算机信息管理本科毕业设计(实)

浙江工业大学

1100702
护理学

21061 护理学本科毕业论文(实)
21060 护理学本科临床考核(实)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专科专业

3020109
国际贸易

00094 外贸函电(实)
10223 外贸单证操作(实)
10222 基础会计学(实)
10155 国际贸易实务(一)(实)
05857 商务沟通与谈判(实)
07036 国际物流(实)
02636 国际金融实务(实)

浙江工商大学

3020205
人力资源管理

10218 统计学概论(实) 嘉兴学院

3020207
市场营销

10218 统计学概论(实)
10222 基础会计学(实)
10230 电子商务(实)
10229 市场调查与预测(实)
07147 消费者行为学(实)
07963 市场营销与策划(实)
05857 商务沟通与谈判(实)
03601 服务营销学(实)

浙江工商大学

3020209 10234 导游业务(实) 浙江工商大学



旅游管理 10233 会展策划(实)
10232 旅游信息管理系统(实)

3020215
电子商务

10222 基础会计学(实)
10267 电子商务专科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实)
10155 国际贸易实务(一)(实)
00903 电子商务案例分析(实)
00901 网页设计与制作(实)
00897 电子商务概论(实)
00895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实)
00899 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实)

浙江工商大学

3020228
物流管理

07036 国际物流(实)
07034 物流设备应用(实)
06998 物流管理专科毕业实习(实)
07038 信息技术与物流管理(实)
10287 运输与配送(实)
10286 采购与仓储管理(实)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3030301
行政管理

10237 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综合作业(实) 浙江工业大学

3040101
学前教育

10241 学前儿童社会活动设计(实)
10240 学前儿童健康活动设计(实)
10239 学前儿童语言活动设计(实)
10238 学前儿童科学活动设计(实)
20035 学前教育专科毕业论文设计(实)
05195 信息技术基础(实)
00858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实)
00857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实)

浙江师范大学

3040103
小学教育

05195 信息技术基础(实)
10244 小学教育专科毕业论文设计(实)
10243 小学教育综合实践活动(实)
10242 小学教师专业知识与技能(实)

浙江师范大学

3040109
心理健康教育

10247 心理健康教育专科社会实践与毕业论文设

计(实)
10246 心理健康量表的运用(实)
10245 学习适应辅导(实)
05195 信息技术基础(实)
06055 心理咨询与辅导(实)

浙江师范大学

3050104
汉语言文学

10254 汉语言文学专科毕业论文(实)
10253 秘书写作(实)

浙江师范大学

3050207
英语

10221 英语专科毕业实习(实)
05348 初级口译(实)
00594 口语(实)
00593 听力(实)

浙江师范大学

3050208
日语

00490 日语听说(实)
20040 日语综合技能(实)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3050444
环境艺术设计

21100 环境艺术设计专科毕业设计(实)
04859 设计构成(实)
04317 素描(实)
04315 色彩(实)
01154 公共景观艺术设计(实)
01153 庭院设计(实)
01152 内部空间设计(实)
01150 效果图表现技法(实)
00707 建筑设计基础(实)
00706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实)
00692 计算机辅助图形设计(实)

中国美术学院

3050445
动漫设计

01166 combustion(实)
01165 After effect(实)
01164 Softimage xsi 软件(实)
01163 MAYA软件(实)
01162 3DS MAX 软件(实)
01161 影片剪辑 premiere(实)
01160 动画运动规律(实)
01159 表演(实)
01158 漫画与插图(实)
01157 painter(实)
01156 photoshop(实)
01155 角色设定和场景设定(实)
03432 动画剧本创作(实)
04850 素描(实)
04849 色彩(实)
07217 形态构成(实)
21098 动漫设计专科毕业设计(实)
07930 动画制作(实)

中国美术学院

3080801
房屋建筑工程

10096 房屋建筑工程专科生产实习(实)
02401 建筑施工(一)(实)
02399 土力学及地基基础(实)
02397 混凝土及砌体结构(实)
02395 房屋建筑学(实)
02392 工程力学(二)(实)
02390 建筑材料(实)
02388 工程测量(实)
02386 土木工程制图(实)

浙江工业大学

3100701
护理学

10288 生物化学(三)(实)
10289 护理学基础(实)
10290 内科护理学(一)(实)
10291 外科护理学(一)(实)
10285 药物学(一)(实)
20022 护理学专科临床考核(面试)(实)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268 人体解剖学(实)
02896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实)
02900 生理学(实)
02902 病理学(实)

4020105
金融

10218 统计学概论(实)
10103 公司报表分析(实)
10270 金融专科毕业论文(实)

浙江财经大学

4020201
工商企业管理

10216 工商企业管理专科专题调研(实)
10218 统计学概论(实)
10222 基础会计学(实)
05857 商务沟通与谈判(实)

浙江工商大学

4020203
会计

06131 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实)
10222 基础会计学(实)
10218 统计学概论(实)
10217 会计专科毕业设计(实)

浙江财经大学

4020211
饭店管理

08644 餐饮服务技能(实)
08643 客房与前厅服务技能(实)
08640 饭店礼貌礼节(实)
10097 饭店管理专科毕业实习报告(实)
10272 饭店管理实务(实)
10271 饭店康乐服务技能(实)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050224
韩国语

09268 外贸单证操作(实)
06916 韩语综合技能考核(实)
01107 韩国语听力(实)
01106 韩国语会话(实)

浙江树人大学

4050402
服装艺术设计

10091 服装艺术设计专科毕业设计(实)
00684 服装纸样放缩(实)
00682 服装 CAD(一)(实)
00681 服装款式设计(实)
00680 服装结构设计(实)
00679 服装工艺(实)
00678 服装效果图(实)
00676 基础图案(实)
00675 构成(平面、色彩、立体)(实)
00674 色彩(实)
00673 素描(二)(人物线描为主)(实)

浙江科技学院

4080306
机电一体化

02359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实)
10083 机电一体化专科综合设计(实)
10082 CAD/CAM 技术(实)
10080 电气控制及 PLC 技术(实)
02235 电子技术基础(一)(实)
02231 机械制造(实)
02195 数控技术及应用(实)
02183 机械制图(一)(实)

宁波大学



4080701
计算机及应用

02317 计算机应用技术(实)
00901 网页设计与制作(实)
04731 电子技术基础(三)(实)
08418 网络信息资源与利用(实)
07871 多媒体应用技术(实)
10293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JAVA(实)
02121 数据库及其应用(实)
00895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实)
00343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实)

宁波大学

4080744
数控技术应用

07998 数控技术应用专科毕业实习与考核(实)
04110 公差配合及测量(实)
04081 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实)
05790 数控机床操作(实)
05788 数控编程(实)
01668 机床设备电气与 PLC 控制(实)
01667 数控加工工艺及设备(实)
02183 机械制图(一)(实)
02188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081702
汽车运用技术

02188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
03986 汽车故障诊断与检测(实)
05880 汽车电气设备与维修(实)
05878 汽车底盘构造与检修(实)
05876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实)
10191 汽车运用技术专科毕业实习(实)
10284 汽车电脑控制系统(实)

浙江师范大学

4082207
计算机信息管理

10281 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实)
06628 网站建设与网页设计(实)
04755 计算机网络技术(实)
02317 计算机应用技术(实)
02383 管理信息系统(实)
02651 计算机信息管理综合作业(实)
04202 SQL server2000(实)
01264 visual basic 数据库应用(实)

浙江工业大学

4082209
建筑经济管理

02656 建筑施工(二)(实)
02390 建筑材料(实)
02397 混凝土及砌体结构(实)
02276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实)
04228 工程量清单计价实务(实)
10282 建筑制图(实)

浙江工业大学

4090114
园林

02691 花卉学(实)
06641 园林工程(实)
01441 计算机辅助园林设计(实)
00113 测量学(实)

浙江农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