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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川招考委〔2019〕34号 

 

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确定四川大学等高等院校为我省2019年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主考学校的通知 
 

有关高等院校: 

根据省招考委、教育厅关于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型专

业主考学校管理的有关规定，促进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持续健康

发展，经研究，确定四川大学等 56所高校为我省 2019 年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主考学校并开展助学工作（详见附件）。

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发挥主考学校作用，切实履行主考学校职责 

各主考院校要认真贯彻全省自学考试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

加强自学考试工作管理，严格按照应用型专业管理有关规定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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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开展主考工作，结合学校自身定位和办学优势及特点，制定自

学考试的发展规划，及时研究和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

题，利用主考学校的资源优势为考生服好务；要发挥自学考试领

导小组的作用，加大学校政策和人财物的支持，为自学考试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要保持自学考试办公室人员的相对稳定，抓好自

学考试日常工作管理；要抓好自学考试的专业建设和管理，重点

发展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专业，推动自学考试专业改革和发

展；要积极参与过程性考核、认真抓好实践性考核，进一步加强

实验、实习、毕业论文等实践性环节的指导、考核和管理，不断

提高考生实际操作能力；要进一步提升办考能力，积极参与无纸

化考试试点工作；要遴选优秀教师参与命题和评卷工作，不断提

高命题和评卷的质量和水平；要坚持做好毕业证书副署工作，履

行好主考学校的工作职责。 

二、进一步端正办学思想，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 

各主考学校在新形势下要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发挥自学

考试开放灵活、适应性强的特点，结合本校优势，促进自学考试

工作稳步发展。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的原则，

选拔责任心强、教学效果好的教师担任教学工作；有条件的高校

要积极开展网络助学工作；严格按照省招考委公布的各专业考试

计划、考试大纲和指定教材开展教学辅导；把考生的思想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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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考风考纪教育落实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严格执行自学考试教

考职责分离的原则，不断健全管理制度，提高助学管理水平。 

三、坚持抓好招生宣传管理，确保招生行为规范有序 

各主考学校要高度重视抓好招生宣传讲解工作，不断完善招

生宣传管理办法，重点抓好招生宣传资料审核。学校内部使用的

招生简章与宣传资料，须交学校主管领导严格审核，由学校统一

印制和发布；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对外宣传的招

生简章与宣传资料，须在每年 6-7月报省教育考试院自学考试处

备案。各主考学校要坚决杜绝虚假宣传和不实宣传，避免损害考

生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后果、影响自学考试声誉的事件发生。 

四、坚持抓好校外教学点管理，确保校外教学点规范运行 

各主考学校要按照省教育考试院印发的《四川省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助学院校校外教学点管理办法》（川教考院〔2015〕7 号）

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院校校外教学

点管理和省考考点管理的通知》（川教考院〔2017〕65号）精神，

坚持抓好校外教学点的管理和监督。积极引导校外教学点加强内

涵建设，提高助学质量。要按照《关于做好 2019 年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应用型专业和校外教学点备案审核工作的通知》（川招考

委〔2018〕65 号）文件要求做好校外教学点的梳理、统计和上

报工作。对办学效果不好、管理不规范的要加强指导、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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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严重的要坚决取缔，确保校外教学点整体良性发展。省教育

考试院将依据教育部、省招考委、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适时开

展自考校外教学点检查、评估工作。 

五、坚持抓好省考课程管理，确保省考课程助学质量 

各主考学校要重视省考课程的教学和管理，做好省考课程的

教学安排和质量评估，对省考课程质量评估不达标的，要采取措

施加以改进，促进省考课程质量不断提高。要按照省教育考试院

统一下发的省考课程考试计划做好省考课程考试的安排、组织，

要以省考考点建设为抓手，进一步规范省考课组考管理，加大各

考点巡视检查力度，持续推进省考课安全保密和考风考纪，确保

省考管理工作质量。 

 

附件：四川省 2019 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主考学 

校及主考专业一览表 

 

 

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 

                                     2019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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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 2019 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 

主考学校及主考专业一览表 
 

主考学校 

名称 

专业 

类型 
主考专业 新增主考专业 

四川大学 

专科 电子商务、会计、行政管理、护理、药学  

专升本 

金融学、工商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旅游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公共事业管理、法学、行政管理、汉语言文学、英语、新闻

学、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服装设计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化学工程与工艺、工程造价、护理学、药学、建筑经济管

理、美术教育、艺术设计、软件工程 

 

电子科技大学 

专科 

人力资源管理、应用电子技术、动漫设计、电子商务、市场营销、

工商企业管理、会计、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物流

管理、旅游管理、工程造价、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护理、信息

管理与服务 

 

专升本 

网络工程、人力资源管理、电子信息工程、公共事业管理、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汽车服务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市场营销、工商

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会计学、环境设计、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

商务、物流管理、行政管理、项目管理、工程管理、国际经济与贸

易、英语、旅游管理、金融学、护理学、建筑经济管理、艺术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西南交通大学 

专科 
交通运营管理、会计、市场营销、环境艺术设计、工程造价、铁道与道

路工程、建筑工程技术 
 

专升本 

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交通运输、物流管理、电子

商务、行政管理、环境设计、市场营销、工程造价、铁道与道路

工程、建筑工程 

 

西南财经大学 
专科 会计、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专升本 会计学、工商管理、财务管理、金融学、市场营销、现代企业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西南石油大学 

专科 
法律事务、工商企业管理、数控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会

计、旅游管理、建设工程管理 
 

专升本 

会计学、法学、石油工程、工程造价、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旅游管理、建筑经济管理、现代

商务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社会工作 

西南民族大学 
专科 藏语言文学  

专升本 藏语言文学  

四川农业大学 专升本 动物科学、园林、土木工程、农业高新技术与管理  

西南科技大学 

专科 会计、建设工程管理、道路与桥梁工程、信息管理与服务  

专升本 

投资学、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字媒体艺术、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商务英语、交通土建工

程、机电设备与管理、道路与桥梁工程、建筑经济管理、现代商务 

 

成都理工大学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工程造价、建设工程管理、物

流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专升本 

电子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旅游管理、公

共事业管理、英语、环境设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建筑

工程、工程造价、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务管理、建筑经济管

理、艺术设计、现代企业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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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学校 

名称 

专业 

类型 
主考专业 新增主考专业 

四川师范大学 

专科 

法律事务、应用化学、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技术、学前教育、

工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环境艺术设计、会计、市场营销、汉

语言文学、社会工作 

 

专升本 

物业管理、法学、工程造价、环境设计、应用化学、电子商务、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教育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金融学、

物流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汉语言文学、数字媒体艺术、数

字媒体技术、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教育技术学、社会工作、

体育教育、美术教育、音乐教育 

 

成都信息工程

大学 

专科 

计算机信息管理、建设工程管理、环境艺术设计、电子商务、旅

游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数控技术、信息

管理与服务 

学前教育 

专升本 

电子商务、会计学、旅游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工商

管理、酒店管理、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投资学、环

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艺术设计、汽车维修与检测、机电设备

与管理 

汉语言文学 

西华大学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学前教育、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环境艺术设计 

专升本 
工商管理、会计学、旅游管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汉语言文

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汽车服务工程、工程造价、艺术设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

程管理、交通运输、电

子商务 

中国民用航空 

飞行学院 
专升本 交通运输、空中交通运输、航空维修工程管理  

成都体育学院 专升本 体育教育  

西华师范大学 

专科 
汉语言文学、法律事务、会计、人力资源管理、学前教育、小学

教育、环境艺术设计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法学、行政管理、工商管理、工程造价、市场营销、

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旅游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教育

管理、网络工程、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

术、建筑经济管理、音乐教育、美术教育、艺术设计 

英语、环境设计 

内江师范学院 

专科 
会计、小学教育、计算机应用技术、学前教育、物流管理、法律事

务 
 

专升本 
法学、体育教育、小学教育、会计学、计算机科技与技术、环境

设计、学前教育、工程造价、英语教育、汉语言文学教育 
音乐教育 

乐山师范学院 

专科 
汉语言文学、学前教育、工商企业管理、物流管理、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法律事务、人力资源管理 

旅游管理、计算机应用

技术、小学教育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法学、行政管理、社会工作、学前教育、小学教育、

旅游管理、会计学、工程造价、人力资源管理、汉语言文学教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四川警察学院 专升本 公安管理学  

绵阳师范学院 

专科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旅游管理、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汉语言文学 

专升本 
科学教育、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环境设计、社会工作、体育教

育、旅游管理、汽车服务工程、美术教育、音乐教育 
汉语言文学 

成都师范学院 

专科 汉语言文学、学前教育  

专升本 
教育管理、小学教育、旅游管理、会计学、工商管理、学前教育、

应用化学、美术教育、音乐教育、艺术设计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专科 中药学 护理学 

专升本 护理学  

四川轻化工大

学 

专科  
会计、法律事务、学前

教育 

专升本 会计学、工商管理、法学、建筑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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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学校 

名称 

专业 

类型 
主考专业 新增主考专业 

西南医科大学 专升本 护理学、药学、医学检验技术  

四川文理学院 

专科 
旅游管理、学前教育、人力资源管理、会计、计算机应用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小学教育、汉语言文学 

行政管理、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技术 

专升本 

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法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行政管理、汉

语言文学教育、英语教育、音乐教育 

 

成都医学院 
专科 护理  

专升本 医学检验技术、护理学、药学  

川北医学院 
专科 护理  

专升本 护理学 医学检验技术 

成都大学 

专科 
学前教育、电子商务、工程造价、旅游管理、护理、药学、汽车

检测与维修技术、数控技术 
 

专升本 
学前教育、护理学、会计学、工程管理、工商管理、旅游管理、 药

学 
小学教育 

宜宾学院 
专科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旅游管理  

专升本 学前教育、工商管理、小学教育、法学、旅游管理  

攀枝花学院 

专科 护理、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学前教育 

专升本 
工程管理、法学、汉语言文学、会计学、工商管理、护理学、机

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汽车服务工程 

英语、环境设计、国际

经济与贸易、市场营

销、财务管理、物流管

理 

四川外国语大学 

成都学院 
专升本 英语  

成都工业学院 

专科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数控技术、人力资源管理、应用电子技术、

物流管理 
 

专升本 
电子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汽车服务工程、物

流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程造价 

四川旅游学院 

专科 
烹调工艺与营养、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会计、人力资源管理、

交通运营管理、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信息管理与服务 
建筑工程技术 

专升本 
酒店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旅游管理、体育教育、人力资

源管理、交通运输、物流管理 

环境设计、建筑经济管

理 

四川交通 

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物流管理、道路与桥梁工程  

西南财经大学 

天府学院 
专升本 工程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金融学 工程造价 

成都东软 

学院 

专科 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服务 
动漫设计、人力资源管

理 

专升本 项目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

字媒体艺术、人力资源管

理、电子商务 

成都农业科技 

职业学院 
专科 建设工程管理  

四川传媒学院 专升本 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艺术设计  

成都文理学院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电子商务、会计、学前教育、汉语言文学、建设

工程管理、旅游管理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法学、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广播电视编导、

学前教育、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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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学校 

名称 

专业 

类型 
主考专业 新增主考专业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专升本 酒店管理  

四川航天 

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数控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会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旅游管理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专升本 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艺术设计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会计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金融学、会计学、电子商务、旅游管理、艺术设

计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网

络工程  

四川工商学院 

专科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学前教育  

专升本 

市场营销、社会工作、会计学、电子商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英语、电子科学与技术、环境设计、学前教育、工程造价、音乐

教育 

数字媒体艺术、人力资源

管理 

西南交通大学 

希望学院 

专科 工程造价、建筑工程技术、会计、交通运营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汽车检测

与维修技术 

专升本 
工程造价、工程管理、交通运输、物流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力资源管理 

汽车服务工程、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专科 护理、学前教育、工商企业管理、会计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专科  环境艺术设计 

专升本 环境设计、公共事业管理、艺术设计  

川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专科 学前教育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专科 学前教育、环境艺术设计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护理、药学  

西南科技大学 

城市学院 

专科 电子商务  

专升本 工程造价、财务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

制造及其自动化、建筑经

济管理 

西昌学院 

专科  

小学教育、学前教育、人

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

服务 

专升本 行政管理、汉语言文学 

小学教育、工程管理、学

前教育、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学院 

 

专科 

 

 旅游管理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会计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力

资源管理、学前教育、旅

游管理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专升本  

汽车服务工程、电子信息

工程、财务管理、体育教

育、国际经济与贸易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 专科  

环境艺术设计、建设工程

管理、交通运营管理、学

前教育、汽车检测与维修

技术、动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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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学校 

名称 

专业 

类型 
主考专业 新增主考专业 

四川音乐学院 专升本  

音乐教育、美术教育、播

音与主持艺术、环境设

计、数字媒体艺术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专科  

人力资源管理、计算机信

息管理、数控技术、会计、

旅游管理、工商企业管理 

注：四川工业科技学院、成都艺术职业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和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我省 2019年新增主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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