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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西华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招生简章 

 

一、西华大学简介 

西华大学是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属重点综

合性大学，是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重点支持高校，教

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高校，四川省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示范高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联盟高校，四川省首批

文明校园，四川省绿化先进单位。 

学校始建于 1960 年，1982 年成为首批学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1985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0 年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学校拥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1000 余名。学校坚持以本科

教育为主，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和国际教育，工、理、管、法、

经、艺、文、教、农、医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现有 22 个学科型学

院，32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79 个本科专业 2021 年招生。 

建校以来，为国家培养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华明等校友为代

表的各类人才 27 万余名，已经成为四川省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 

二、西华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主考专业 

2021 年 1 月（223 次）、2021 年 7 月（224 次）注册专业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层次 助学费标准 学科门类 备注 

1 W030101K 法学 本科 2800 元/年 法学  

2 W040106 学前教育 本科 2800 元/年 教育学  

3 W040107 小学教育 本科 2800 元/年 教育学  

4 W050101 汉语言文学 本科 2800 元/年 文学  

5 W080208 汽车服务工程 本科 3200 元/年 工学  

6 W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3200 元/年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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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120103 工程管理 本科 2800 元/年 管理学  

8 W120105 工程造价 本科 2800 元/年 管理学  

9 W120201K 工商管理 本科 2800 元/年 管理学  

10 W120203K 会计学 本科 2800 元/年 管理学  

11 W120801 电子商务 本科 2800 元/年 管理学  

12 W130504 产品设计 本科 4000 元/年 艺术学  

13 W540501 建设工程管理 专科 2800 元/年 
建设工程管

理类 
 

14 W5607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专科 3200 元/年 汽车制造类  

15 W6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2800 元/年 工商管理类  

16 W630801 电子商务 专科 2800 元/年 电子商务类  

17 W640101 旅游管理 专科 2800 元/年 旅游类  

18 W650111 环境艺术设计 专科 4000 元/年 艺术设计类  

19 W670102K 学前教育 专科 2800 元/年 教育类  

     

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介绍 

（一）什么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

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

它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自学考试的考生不受性

别、年龄、民族、种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依照国务院《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的规定参加自学考试，不用经过入学考

试，即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相关的专业，参加该专业课程的学

习。课程考试合格者，发给单科合格证书，并按规定计算学分。不

及格者，可参加下一次该门课程的考试。报考人员可在开考专业范

围内，自愿选择考试专业。 

（二）什么是专本衔接（专升本）? 

“专本衔接（专升本）”是指经国家统一招生考试正式录取的普

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专科层次的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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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就读期间，如学有余力，可同时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阶

段学习和考试的一种自学考试方式，是高职高专在校生接受继续教

育和取得高一层级学历文凭或第二专业学历最为便捷的渠道。通过

“专本衔接（专升本）”，学生在专科毕业的同时，只要达到本科学

历要求水平，即可获得自考本科文凭。 

（三）如何取得自考毕业证？ 

自学考试采用分科施考、学分累计的方式逐步完成学业。考生

符合下列规定，可以向我校自考办提出申请办理毕业证书： 

1、按专业考试计划的规定考完全部课程，并取得合格成绩

（在同一准考证号下）。 

2、完成规定的毕业论文（设计）或其它教学实验、实践任

务，并取得合格成绩。 

3、思想品德鉴定合格。 

4、办理本科毕业证书者，必须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专科及以

上毕业证书。 

（四）毕业时间与办理毕业证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自学考试考生的毕业时间为每年的六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三

十日。 

2、考生申请办理毕业生证书的时间一般在每年五月、十一月

中下旬，具体时间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网站（http://www.sceea.cn）

的公告为准。考生应按时到考籍所在地由本人提出毕业申请，因故

http://www.scee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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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时申请办理者，顺延至下一次办理。毕业时间为申办核准的年

月。 

（五）自学考试的毕业证书由谁颁发？ 

西华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生的自学考试毕业证书由四川省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与西华大学联合颁发。为体现国家考试的

严肃性、权威性，自学考试的毕业证书由全国考委统一印制，并在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电子注册。 

毕业证书可在教育部唯一学历证书查询网站中国高等教育学生

信息网（www.chsi.com.cn）查询，国家承认学历。 

 

（六）如何获得学士学位？  

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可申请授予学士学位。申请

授予学士学位必须满足下面两个条件： 

1、申请授予学士学位的基本条件： 

http://www.chs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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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身体健康； 

（2）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

能； 

（3）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

力； 

（4）获得本科毕业证书。 

2、申请授予学士学位的必要条件（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申请：除满足申请授予学士学位基本条件的要求

外，自取得专科毕业证后，三年之内取得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证的即

可申请学位； 

第二种情况申请：除满足申请授予学士学位基本条件的要求

外，自取得专科毕业证后，超过三年取得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证还须

满足以下条件才可申请学位。 

（1）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考试课程总平均成绩不低于 65 分。

（计算总平均成绩的课程不含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以及其他毕业实

践环节）。 

（2）外语水平（必须满足其中一项）： 

英语：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达到 375 分及以上，或者托福

TOEFL 成绩达到 70 及以上，或者雅思 IELTS 成绩达到 5 及以上，

或者参加西华大学组织的学位外语水平考试合格； 

日语：参加西华大学组织的学位外语水平考试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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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什么是应用型自考与社会型自考？ 

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的专业分为两种：一种是面向社

会开考的专业，一种是面向高校开考的应用型专业。 

应用型自考的考生主考学校提供学习指导和辅导。社会型自考

的考生完全个人自学。 

（八）应用型自考新生注册报名时间。 

应用型自考新生注册报名每年两次，时间是 5 月份、11 月份。 

（九）应用型自考考试形式与日期是怎么安排的？ 

应用型自考考试形式分两种：统考与省考。 

统考每年分别在 4 月、10 月由省级考试院组织考试。每次考试

共 2 天时间，具体考试安排届时通知。 

省考每年分别在 1 月、7 月由主考学校组织考试，每次考试共

2 天时间，具体考试安排届时通知。 

（十）什么是应用型自考课程过程性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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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过程性考核是指学校在助学过程中对考生进行的阶段性学

习效果的测试和评价，科学合理的评判学生应用能力，减轻学生参

加课程考试过关的难度。实施对象是我校注册考生。 

过程性考核的内容包括考生平时作业考核、半期考试（上下半

期各一次），其中上下半期考试以闭卷考试形式进行。过程性考核

成绩最后得分（总分 30 分）=平时作业成绩（10 分）+半期考试成

绩（20 分）。课程成绩由统考实际成绩和过程性考核成绩组成，前

者占 70%，后者占 30%，即：课程成绩＝统考实际成绩×70% + 过

程性考核成绩。 

（十一）高职高专学生参加自考有哪些优势？ 

1、文凭含金量和社会认同度高。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文凭

与普通高等院校毕业文凭同等效力，国家和社会高度认可。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的真才实学得到了国内各行各业和国际社会的广

泛认同。 

2、学习成本低。由于高职高专院校本身具备师资优势，学生

参加“专本衔接（专升本）”的自考学习，大部分的教学、辅导本校

教师即可完成，参加“专本衔接（专升本）”自学考试获得本科学历

所需的费用较其他形式教育要少得多。 

3、学习效率高。高职高专学生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合理安排时

间参加“专本衔接（专升本）”学习，三年后专科毕业时，本科也可

以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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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获得本科毕业证机率大。专科学生通过参加在校“专本衔接

（专升本）”应用型自学考试获得本科毕业证的机会远远大于参加

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获得本科毕业证的机会。 

5、获得主考院校继续服务的机会。高职高专学生在专本衔接

学习期间，如因个人学习基础原因导致个别或部分课程不能按时合

格，主考学校为学生继续参加课程合格考试提供后续服务。 

四、联系我们 

西华大学网址：http://www.xhu.edu.cn 

西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址：http://jxjy.xhu.edu.cn 

联系电话：028—87729086 乔老师 

欢迎广大在校中、高职学生报读西华大学应用型

自考，西华大学热忱欢迎你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