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网络教育）2019 年秋季

招 生 简 章

学校简介：

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地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府之

国”的成都，有望江、华西和江安三个校区。2017 年，四川大学入选国家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 A类高校。

四川大学由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原华西医科大学三所全国重点大

学经过两次合并而成。原四川大学起始于 1896 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奉光绪特旨创

办的四川中西学堂，是西南地区最早的近代高等学校；原成都科技大学是新中国

院系调整时组建的第一批多科型工科院校；原华西医科大学源于 1910 年由西方

基督教会组织在成都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是西南地区最早的西式大学和国内最

早培养研究生的大学之一。

四川大学学科门类齐全，覆盖了文、理、工、医、经、管、法、史、哲、农、

教、艺等 12 个门类，有 34 个学科型学院及研究生院、海外教育学院、成人继续

教育学院等学院，有 4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预算管理医院。

四川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扎实的办学基础和

以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校风“严谨、勤奋、求是、创新”为核心的川

大精神。确立了“以人为本，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确立了培养“具

有崇高理想信念、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强烈创新意识、宽广国际视野

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的人才培养目标。

四川大学主动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服务社会

能力不断增强；坚持开放办学，不断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显著提升。

当前，四川大学已经确立了“全面推进学校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新的伟大事业”的宏伟目标。展望未来，学校将始终肩负集思想之大

成、育国家之栋梁、开学术之先河、促科技之进步、引社会之方向的历史使命与

社会责任，再谱中国现代大学继承与创造并进、光荣与梦想交织的辉煌篇章！



学 院 简 介

四川大学成人继续教育学院是由四川大学原成人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职业教育学院）和网络教育学院于 2017 年合并组建而成，是学校学历继续教育

（含成教、自考、网络）和非学历继续教育（含各类培训和职业教育）的业务主

管部门和办学实体,是四川大学服务社会、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的重要平台。

早在 1905 年，四川大学就开办了半日学堂，是我国举办继续教育最早的高

等院校之一。2000 年，四川大学成立网络教育学院，是最早开展现代远程教育

高校之一。多年来，学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以国家需要和社会需求为

导向，在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与一百多个合作办学学校和机构合作，形成了多

类型、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办学体系，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实用型、应用

型人才，为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学院现有管理人员 160 余人，目前举办的有网络教育（现代远程教育）、成

人高等学历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职业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培训、

党政干部培训等各类教育培训。全院现有在册各类学生共计 10 万余人，全年进

修生、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学员约 2万余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

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为核心内容的继续教育的重要性。学院根植拥有综合优势的

大学教育资源，以服务社会为己任，通过新知识、新观念、新理论、新技术的传

播，不断更新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提升专业技术能力，满足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综

合要求。

面对未来，学院将继续依托四川大学优秀的师资队伍、雄厚的科研实力、广

泛的社会影响，以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一流的教学和服务质量，

积极开展高端人才、国际化人才及产学研结合应用型人才的教育和培训，为构建

人力资源强国，为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做出新的贡献。

网络学历教育报考须知

一、报考条件

1.具有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中等技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文凭者，

可报考相应的高起专（业余）专业；



2.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专或大专以上毕业文凭者可报考专升本（业余）专

业；

3.报考护理学专业者必须是具有护理学毕业证和护士执业证书的在职从业

人员;

4.药学专业专升本的报考条件为：

具有国民教育系列药学类、化学类、生物类、医学类大专及大专以上毕业

文凭者，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报考药学专业（专升本）。

①已取得执业药师资格证书的在职从业人员,并提供单位在职工作证明方

可报名；

②已取得初级以上(含药士)职称的医院在职从业人员,并提供医院在职工

作证明和药学专业大专毕业文凭方可报名；

③已取得医药商品购销员资格证书,现从事药品流通行业的在职从业人员，

并提供单位的在职证明方可报名；

④已取得初级职称（含技术员）以上，现从事药品研究生产企业的在职从

业人员，并提供单位的在职证明方可报名。

5.报考专升本层次的学生的前置专科文凭必须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

网审核（或由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指定的代理机构作学历认证），持国（境）

外前置学历学位证书（含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证书）报读四川大学成人继续教育

学院（网络教育）的学生，其学历学位须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通过后方可

报名，否则不予报名。

二、报名、录取

1. 在四川大学本部报名的网络教育考生到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笃行楼(西五

教学楼)一楼招生咨询值班室咨询和报名。在四川大学校外学习中心报名的网络

教育考生可在当地四川大学校外学习中心咨询和报名。报名及入学考试截止时间

2019 年 8 月 30 日。

2. 报名时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另港澳新生需携带港澳地区身份证原件、

台湾新生需携带台胞证原件、华侨新生需携带护照原件）和毕业证原件，报考护

理学专业者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护理学毕业证原件和护士执业证书原件，

报考药学专业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毕业证原件和执业药师资格证书原件

（药士及以上职称、医药商品购销员资格证书、初级职称（含技术员）以上）和



相应单位在职证明原件。并交身份证复印件（A4 纸）一张和毕业证复印件（A4

纸）一张，报考护理学专业者另需交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A4 纸）一张， 报考

药学专业者另需交执业药师资格证书（药士及以上职称、医药商品购销员资格证

书、初级职称（含技术员）以上）复印件（A4 纸）一张。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

退役士兵申请专升本（业余）入学考试免试，另需提供士兵退役证复印件一份。

近一年彩色同底免冠一寸标准照片一张。凡报名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立即取

消入学资格；在学习期间，若被查明弄虚作假不符合入学条件者，一律取消学籍。

3. 凡报考四川大学成人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各层次、各专业的学员

均须参加我校组织的入学考试。入学考试的科目见招生专业一览表。重要提示：

根据教育部教高厅[2004]2 号和教高厅[2004]5 号文件的规定，报考本科层次的

学生入学后须参加由全国高校网络教育考试委员会组织的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学

生部分公共课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网教统考”），专升本（业余）统考科

目：大学英语和计算机应用基础。网教统考收费按国家财政部财综[2006]4 号文

件和国家发改委发改价格[2006]279 号文件执行。所有网教统考科目成绩合格作

为教育部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资格的条件之一。凡符合网教统考免试条件

的学生，按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4. 符合以下条件的考生可申请免试入学:

高起专（业余）

参加 2019 年普通高考者，参照当地专科录取分数线标准，可免试入学（须

提供准考证及成绩条原件）；

参加 2018 年全国成人高考成绩在当地省、市招办规定的专科录取分数线以

上（须提供准考证及成绩条原件）；

专升本（业余）

参加 2018 年全国成人高考成绩在当地省、市招办规定的专科起点本科录取

分数线以上（须提供准考证及成绩条原件）。

持国民教育系列本科及以上毕业证书者，报读专升本（业余）可免试入学；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的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凭身份证、普通高职

（专科）毕业证、士兵退役证，报读专升本（业余）可免试入学；

凡符合教育部和各省、市招办规定的录取照顾政策者，可按文件执行。



5. 凡参加入学考试并符合入学条件者，我校将寄发统一印制的录取通知书，

录取信息请考生登陆四川大学成人继续教育学院官方网站

http://cce.scu.edu.cn“网教招生”专栏查询。

三、学制、学分

1. 实行学年学分制、弹性学制。

2. 专升本(业余)和高起专(业余)学制 2.5 年，学习期限 2.5-5 年。

3. 各层次学分数：高起专(业余)80 学分；专升本(业余) 80 学分。

4. 各专业按学分收费，不同专业、不同地区学分标准不同，请咨询我校当

地学习中心。

四、教学模式

业余班各层次均采用以下教学模式：电子课件（网络课件、光盘）+网上答

疑、讨论、作业等+面授辅导、答疑+学习小组学习+相关实验（实习）+集中考试。

五、毕业证书与学位

1、学生在校学习期限内，修完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完成毕业

实习，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成绩合格，达到教学计划规定的毕业条件，本科学

生网教统考合格（免试要求按国家规定执行），毕业鉴定合格，由四川大学颁发

国家承认相应学历的毕业证书，并实行电子注册。毕业证书签章单位：四川大学

（毕业证书式样及内容以学生毕业时教育部当年最新规定政策为准）。

2、符合我院本科毕业要求的本科学生，达到四川省学位办和四川大学学位

评定委员会相关规定的要求，可申请授予成人学士学位。

本招生简章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教育部出台新政策，将按教育部新政策

执行。

2019 年秋季招生专业一览表

学习层次 专业名称 学习期限 科 类 入学考试科目

专升本(业

余）

工商管理 2.5-5 年 文理兼收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会计学 2.5-5 年 文理兼收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人力资源管理 2.5-5 年 文理兼收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行政管理 2.5-5 年 文理兼收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法学 2.5-5 年 文理兼收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金融学 2.5-5 年 文理兼收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市场营销 2.5-5 年 文理兼收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国民经济管理 2.5-5 年 文理兼收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保险学 2.5-5 年 文理兼收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汉语言文学 2.5-5 年 文理兼收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旅游管理 2.5-5 年 文理兼收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公共事业管理 2.5-5 年 文理兼收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护理学 2.5-5 年 医 学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药学 2.5-5 年 药 学 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土木工程 2.5-5 年 理 工 大学英语、高等数学

工程管理 2.5-5 年 理 工 大学英语、高等数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5-5 年 理 工 大学英语、高等数学

工程造价 2.5-5 年 理 工 大学英语、高等数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5-5 年 理 工 大学英语、高等数学

通信工程 2.5-5 年 理 工 大学英语、高等数学

高起专(业

余）

工商企业管理 2.5-5 年 文理兼收 英语、语文

会计 2.5-5 年 文理兼收 英语、语文



人力资源管理 2.5-5 年 文理兼收 英语、语文

法律事务 2.5-5 年 文理兼收 英语、语文

行政管理 2.5-5 年 文理兼收 英语、语文

护理 2.5-5 年 医 学 英语、语文

建设工程管理 2.5-5 年 理 工 英语、数学

建筑工程技术 2.5-5 年 理 工 英语、数学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5 年 理 工 英语、数学

注：1、汉语言文学为师范类专业。2、按照 2018 年 4 月 28 日司法部令第

140 号公布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三章第九条第 5点的规

定，其报名条件为:“具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及以

上学位;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法律硕士、法学

硕士及以上学位;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

且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

各专业主要专业课程设置

专升本（业余）

法学

主要专业课程：法理学、刑法学、民法学、刑事诉讼法、宪法学、民事诉讼法、商法学、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国际私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经济法学、知识产权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

工商管理

主要专业课程：管理学原理、经济法、企业管理学、会计学、市场营销、企业战略策划、财务管理、

审计学、统计学、企业运营管理、电子商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管理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

市场营销

主要专业课程：管理学原理、经济法、市场营销、会计学、销售管理、服务营销学、营销策划、渠道

管理、统计学、消费者行为分析、企业管理学、网络营销、品牌管理、管理经济学等。

会计学

主要专业课程：管理学原理、经济法、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报表

编制与分析、统计学、市场营销、预算会计、企业战略策划、管理经济学、成本会计等。

人力资源管理

主要专业课程：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经济法、企业管理学、绩效管理与薪酬设计、工

作分析与招聘、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组织行为学、会计学、市场营销、劳动经济学、培训开发与职业发

展、人力资源法规管理、电子商务等。



金融学

主要专业课程：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国际金融、证券投资理论、证券投资实务、保险

学、金融法实务、市场营销、市场营销实务、投资银行理论与实践、商业银行管理、个人理财规划、商务

礼仪与人际沟通、国际经济学等。

国民经济管理

主要专业课程：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管理、国民经济管理实务、会计学、

统计学、市场营销、市场营销实务、经济法、房地产经营管理、证券投资理论、证券投资实务、商务礼仪

与人际沟通、个人理财规划等。

保险学

主要专业课程：西方经济学、保险学、金融法实务、人身与健康保险、会计学、风险管理、保险经营

管理、财产与责任保险、市场营销、市场营销实务、证卷投资理论、证券投资实务、投资银行业务、个人

理财规划、商务礼仪与人际沟通等。

行政管理

主要专业课程：管理学原理、管理学原理实践、应用写作、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学、

社会学、公共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学、电子政务、公共政策分析、组织行为学、经营战略管理等。

公共事业管理

主要专业课程：管理学原理、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概论、公共事业管理概论实践、

项目管理、公共危机管理、公共关系学、应用写作、电子政务、公共政策分析、组织行为学、管理信息系

统等。

旅游管理

主要专业课程：管理学原理、导游业务、旅游地理学、市场营销、财务管理、旅游心理学、旅游实用

英语、统计学、经济法、民族与宗教概论、旅行社经营与管理、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中国民俗学、管理

信息系统、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

汉语言文学

主要专业课程：文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上）、中国古代文学（上）、古代汉语（下）、中

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下）、应用写作、工具书使用法、教育学、大众

传播学、中国民俗学、教育心理学等。

土木工程

主要专业课程：高等数学（理）、土木工程概论、建筑制图、建筑力学、土力学及地基基础、结构设

计原理、建筑材料、建筑结构设计、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工程估价、隧道工程、道路工程、建筑施工技

术及组织设计、高层建筑结构、建筑抗震设计等。

工程管理

主要专业课程：管理学原理、土木工程经济、建筑施工技术、工程财务、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建设质

量管理、监理概论、线性代数、应用统计学、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管理运筹学、建筑材料、房地产开发

经营与管理、国际工程管理、工程咨询等。

工程造价

主要专业课程：工程造价管理理论、土木工程经济、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建筑施工技术、工程项目

管理、建筑工程与装饰工程预算、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管理学原理、应用统计学、管理运筹学、工

程财务、建筑设备、建筑材料、建筑安装与市政工程估价、工程咨询等。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主要专业课程：工程数学、电路、高等数学（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机学、电力电

子技术、电力系统分析、继电保护原理、发电厂电气部分、调度自动化及远动原理、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计算机控制系统、电能质量、电力市场等。



通信工程

主要专业课程：工程数学、电路、高等数学（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通信系统原理、光纤通信网与测试技术、移动通信系统、无线传感器网络及应用、智能电网通信协议

体系、计算机网络与通信、通信电子技术、数据库技术、计算机控制系统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主要专业课程：C 语言程序设计、线性代数、概率与统计、数据库技术、操作系统、数据结构、计算

机网络、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web 技术、电子商务、

管理信息系统等。

护理学

主要专业课程：护理心理学、护理学导论、健康评估、卫生统计学、护理研究、临床营养学、医院感

染控制与职业防护、社区护理、护理管理学、急危重症护理学、精神病护理学、老年护理学、护理教育学、

康复护理学等。

药学

主要专业课程：药用有机化学、分析化学、药用物理化学、药用生物化学、药物化学、药理学、药剂

学、药物分析、解剖生理学、微生物免疫学、天然药物化学、药事管理与法规、生物药剂及药动学、新药

研究与开发、临床药物治疗学、药学科学前沿、药学实务等。

高起专（业余）

法律事务

主要专业课程：宪法学、法理学、行政法学、刑法学、民法学（上）（下）、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

法、经济法学、法律文书写作、社会保障法、合同法、婚姻家庭继承法、律师实务等。

工商企业管理

主要专业课程：政治经济学、管理学原理、统计学、财务管理、经济法、财政学、市场营销、高等数

学（文）、会计学基础、应用写作、国家税收、财务会计、审计学等。

会计

主要专业课程：会计学基础、政治经济学、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经济法、成本会计、财务会计、高

等数学（文）、预算会计、统计学、国家税收、审计学、会计电算化等。

人力资源管理

主要专业课程：人员招聘与录用、经济学原理、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绩效管理与薪酬设计、工

作分析的理论和技术、人力资源管理、高等数学（文）、应用写作、财务管理、人口社会学、人力资源法

规与政策、社会保障学、管理心理学等。

行政管理

主要专业课程：行政法学、政治科学原理、管理学原理、管理学原理实践、应用写作、社会学、人力

资源管理、公共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学、公共经济学、社区管理、市政管理、电子政务等。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主要专业课程：高等数学（理）、电工原理、电子技术基础、程序设计语言、电机学、电力系统分析

基础、微机原理与应用、发电厂电气部分、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工程数学基础、电力系统远动及调度自动

化、电力系统自动装置、发电厂变电所二次接线等。

建筑工程技术

主要专业课程：高等数学（理）、土木工程概论、建筑制图及识图、土木工程材料、土力学及地基基

础、结构设计原理、建筑力学（上）、结构力学、桥梁工程概论、建筑施工技术、建筑结构设计、房屋检



测加固技术、工程估价等。

建设工程管理

主要专业课程：土木工程概论、房屋建筑学、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建筑施工技术、工程经济、工程施

工组织与设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高等数学（理）、建筑制图、建筑材料、结构设计原理、建筑力学、

工程估价等。

护理

主要专业课程：人际沟通、护理学基础、护理心理学、健康评估、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

护理学、儿科护理学、老年护理学、社区护理、急救护理学、药理学、护理伦理学、护士行为规范及礼仪

教程等。

注：以上各专业列出主要专业课程，未包括公共课，学生入学后以学院安排的教学计划为准。



毕业文凭式样

学位证式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