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层次 主考学校

1 A020105 金融 专科 9105 湖南大学

2
A020109 国际贸易 专科 9117 湖南商学院

A020109 国际贸易 专科 913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3
A020201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9117 湖南商学院

A020201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913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4
A020203 会计 专科 9105 湖南大学

A020203 会计 专科 9117 湖南商学院

5
A020205 人力资源管理 专科 9109 湖南农业大学

A020205 人力资源管理 专科 913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6 A020207 市场营销 专科 9117 湖南商学院

7
A020209 旅游管理 专科 9108 湖南师范大学

A020209 旅游管理 专科 913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8 A020215 电子商务 专科 9108 湖南师范大学

9 A020215 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管理方向） 专科 9109 湖南农业大学

10 A020228 物流管理 专科 9110 长沙理工大学

11
A020271 公共事业管理 专科 9107 湘潭大学

A020271 公共事业管理 专科 9109 湖南农业大学

12
A020272 经济信息管理 专科 9108 湖南师范大学

A020272 经济信息管理 专科 9109 湖南农业大学

13 A020313 销售管理 专科 9117 湖南商学院

14 A020319 中小企业经营管理 专科 9108 湖南师范大学

15 A030104 经济法学 专科 9107 湘潭大学

16 A030301 行政管理 专科 9107 湘潭大学

17

A040101 学前教育 专科 9108 湖南师范大学

A040101 学前教育 专科 9136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A040101 学前教育 专科 9151 长沙师范学院

18 A040103 小学教育 专科 9108 湖南师范大学

19
A050102 秘书 专科 9107 湘潭大学

A050102 秘书 专科 9108 湖南师范大学

33 C100803 中药学 专科 9116 湖南中医药大学

34
B020106 金融 本科 9105 湖南大学

B020106 金融 本科 9110 长沙理工大学

35
B020108 保险 本科 9105 湖南大学

B020108 保险 本科 9117 湖南商学院

36
B020110 国际贸易 本科 9117 湖南商学院

B020110 国际贸易 本科 913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37 B020115 经济学 本科 9117 湖南商学院

38 B020180 会展管理 本科 9117 湖南商学院

39

B0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本科 9107 湘潭大学

B0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本科 9110 长沙理工大学

B0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本科 9117 湖南商学院

21 A080701 计算机及应用 专科 9107 湘潭大学

22 A081306 应用生物技术 专科 9109 湖南农业大学

23
A082217 电子政务 专科 9101 中南大学

A082217 电子政务 专科 9108 湖南师范大学

24
A090114 园林 专科 9109 湖南农业大学

A090114 园林 专科 9114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5 A080801 房屋建筑工程 专科 9101 中南大学

26
A100701 护理学 专科 9101 中南大学

A100701 护理学 专科 9113 南华大学

27 C030112 法律 专科 9107 湘潭大学

28 C030403 公安管理 专科 9128 湖南警察学院

29
C050207 英语 专科 9101 中南大学

C050207 英语 专科 9108 湖南师范大学

30 C050208 日语 专科 9108 湖南师范大学

31 C050308 新闻学 专科 9108 湖南师范大学

32 C050114 汉语言文学 专科 9108 湖南师范大学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层次 主考学校

20 A050420 数字媒体艺术 专科 9101 中南大学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有关规定，特制
定本简章。

一、报考时间和报考方式
报考时间：2017 年 6 月 20 日

至 29 日。
报考方式： 社会考生可在规定

的时间内，到各市州、县（市、区）自
考办所设报名站报考， 也可以登录
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自助服务
系统（http://zikao.hneao.cn/net）报
考。 凡网上报考者，本人可在网上自
行缴纳报名考试费， 也可在报名站
公布的确认时间内到现场缴纳报名
考试费。 助学班考生由所在助学机
构在生源所在地办理集体报考手
续，不能跨市州报考。

二、考试时间及理论课程安排
考试时间 ： 本次考试安排在

2017 年 10 月 20、21、22 日，上午考
试时间为 9：00-11：:30， 下午考试
时间为 14:30-17:00。

理论课程及教材安排： 本次各
专业开考的各门理论课程及教材详
细安排， 考生可以查询湖南省教育
考试院公布的《2017 年 10 月全省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考试课
程安排及教材目录》，也可以登录自
助服务系统查询。 凡教材变更的，将
在自助服务系统中予以告知， 请考
生关注网站信息。 助学班考生由所
在助学机构安排相应课程的助学与
教材订购等事宜。

三、开考专业、主考学校及助学
机构

我省开考专业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为面向社会及助学班开考的
专业（表一），考生可以选择表一所

列专业及相应的主考学校报考，需
要接受助学的考生可与相应的主考
学校或者经我院备案并已在网上公
示的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
助学机构（表三）联系；第二种为只
面向助学班开考的专业（表二），考
生可与相应主考学校联系， 由主考
学校或相应助学机构在生源所在地
办理报名手续。

四、 关于提醒广大考生防范利
用自学考试进行虚假宣传、 违规招
生活动的注意事项

近期，社会上的一些机构、个人
频频利用互联网络，直接开设网站或
冒用主考学校、助学机构的名义设立
仿冒网站，或冒用主考学校、助学机
构的名义到中职中专、高职高专学校
等青年学生集中的场所进行虚假宣
传、违规组织生源，严重扰乱了自学
考试管理工作秩序，侵害了助学机构
的利益，也给考生造成损失。 为维护
广大考生及助学机构的合法权益，现
就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1.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
者进行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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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经考试合格
的，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
学业证书。

2.考生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
择适当的学习方式。 学习方式可分
为三种， 考生可选择三种学习方式
中的任意一种完成学业。 一是个人
完全自学： 考生根据专业考试计划
及教材进行自学， 学习过程中只需

按标准支付每门理论、 实践环节课
程报名考试费或考核、答辩费用，教
材及其他学习资料可根据需要自行
购置；二是参加业余助学班学习：考
生需按业余助学班的标准支付学
费、每门课程报名报考费，教材及其
他学习资料费一般由主考学校、助
学机构按实代为收取并办理集中购
置手续，主考学校、助学机构应提供
符合业余助学特征的相关专业及课
程的教学、管理服务，帮助考生完成
学业；三是参加全日制助学班学习：
考生需按全日制助学班的标准支付
学费、每门课程报名报考费、符合有
关规定的住宿费， 教材及其他学习
资料费一般由主考学校、 助学机构
按实代为收取并办理集中购置手
续，主考学校、助学机构应提供符合
全日制助学特征的相关专业及课程
的教学、管理服务，帮助考生完成学
业。主考学校、助学机构一般应为参
加助学班学习的考生提供 2 年时长
的正常教学、管理服务，对 2 年内未
能完成学业的考生应继续提供必要
的管理服务并接受考生提出的毕业
申请。

3. 选择适合自身的专业及学历
层次。 考生可以通过“湖南省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自助服务系统 http:
//zikao.hneao.cn/net/”的“专业介
绍” 栏查询我省开考的专业及学历
层次， 并查询各专业面向社会主考
学校及具有举办该专业助学班资格
的主考学校。 目前，我省自学考试开
设的专业分为专科及本科两个学历
层次， 专科层次适合高中或同等学
历层次的考生， 学习能力较强的其
他各类人员也可以选择报考； 本科

层次专业类型为独立本科段（专升
本），适合具有专科及专科以上学历
的考生报考， 专科层次在读学有余
力的考生也可以选择报考， 但办理
本科毕业手续时必须具有专科或专
科以上学历。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国
家对医药学类专业及公安学类等特
殊专业的报考条件有明确的限制性
规定， 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均
不得选择报考， 由此造成的后果由
考生本人承担。

4. 警惕虚假网站、虚假承诺，诚
信参考。 请考生提高对非法招生活
动的警惕性及识别能力， 树立从正
规渠道获取信息的理念。 注意识别
网站域名。 对于冒名网站，域名往往
采用无特殊意义的字母和数字构
成，或采取偷梁换柱、画蛇添足等方
式在合法机构网站域名基础上变换
或增加字母 (数字 )。 考生应通过
google、百度等主流搜索引擎，仔细
辨别域名真假。 要特别警惕“考试包
过”、“考前给答案”、“低分上名校”、
“花钱买分数” 等典型的虚假承诺，
发现有上述虚假宣传的非法中介机
构，可向市（州）教育行政部门或相
关部门报告。

5. 我院举报联系方式。 考生如
发现经我院登记备案的助学机构存
在虚假宣传、 违规招生或不履行助
学、 管理责任的， 可直接向我院举
报， 举报电话为 0731-88090239、
88090245。 考生不选择在正规助学
机构接受助学管理服务， 所造成的
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

五、实践环节、毕业环节考核有
关事项说明

1. 实践环节考核课程及毕业环

节课程报考时间和报考方式与理论
课程的时间和方式相同， 各主考学
校不接受考生报考。

2. 凡报考实践环节课程（单独
设置的实践环节课程除外）的考生，
必须取得相同课程理论考试的合格
成绩。

3. 凡报考毕业论文、毕业考核、
毕业实习、临床实习、临床考核、生
产实践等毕业环节课程的考生，其
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理论课程
和其他实践环节课程的成绩必须全
部合格。

4. 考生可于报考后一星期内通
过主考学校网站或电话咨询具体的
考核课程安排、考核时间、地点及其
他相关要求。

5. 凡报考实践环节课程、 毕业
环节课程的考生， 其考核费用由主
考学校按规定标准收取。 如需参加
考核培训或需要导师指导， 请直接
与主考学校联系。

6. 报考护理学（专科）专业临床
实习、 临床考核的考生，2017 年上
半年自行安排三个月的临床实习，
成绩合格者参加 2017 年下半年的
临床考核， 具体日期由相应主考学
校确定。 免做临床实习的考生（条件
见专业考试计划） 参加临床考核的
时间由相应主考学校公布。 任何考
生均不能免临床考核。

7. 考生参加实践课程考核时，
必须携带居民身份证及考籍证。

六、 各专业课程设置及本简章
未尽事宜，考生可到各地、各主考学
校自考管理部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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