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石油大学 2015 年自考助学招生简章

免试入学 优质助学 自考文凭 国家认可

自考办学概况

西南石油大学是新中国创建的第二所石油本科院校，是一所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四川省人民政府管理为主的教学研究型大

学。经过 50 多年的建设，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石油天然气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教学研究型大学，

石油主干学科专业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西南石油大学举办高等教育应用型自考始于 1999 年。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先后开考石油工程、法律、机电一体化、电子商

务、会计电算化、计算机信息管理、数控技术、建筑施工技术与管理、汽车维修与检测等 20 个专业。2007 年经四川省招考委、

教育厅批准，学校开始举办应用型自考全日制助学班，并承担石油工程（独立本科段）专业的主考任务。2009 年省招考委、

省教育厅批准我校为省级自学考试学习服务中心，实施自学考试部分课程的过程性考核，极大地推动了我校自考助学工作的

发展。2009 年度被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授予全省自考工作发展二等奖和年度自考工作目标考核三等奖，2013 年获得四川省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命题考核二等奖。经四川省招考委、教育厅批准，西南石油大学 2015 年继续举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班。

报读指南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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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办的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班，考生获得毕业证书后，国家承认其学历，享受大学专科或本科毕业

生待遇，所取得的毕业证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可查实，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本科专业毕业生符合授予学士学位条

件的，可授予学士学位。取得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证书的考生可以报考研究生或留学深造，还可以根据相关政策及条件报考公

务员。

二、招生对象和报考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身体健康，具有相应文化基础的中国公民均可报名，免试入学；

2．专科招收应、往届高中毕业生(含职高、中专、技校生)及以上文化程度者；
3．独立本科(专科升本科)招收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及以上学历毕业证的考生(在校专、本科学生在办理本科毕业证书时

必须出具专、本科毕业证书，无专、本科毕业证书不能办理本科毕业证书)。

三、报名时间

春季招生报名起止日期：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秋季招生报名起止日期：2015 年 5 月至 2015 年 10 月。

四、助学形式及管理

1．自考助学实行与国际接轨、宽进严出的教育方式。学校根据全国考委和四川省招考委公布的专业考试计划安排每学期的

教学工作，学生按照学校教学安排上课和自学。

2．业余班：周六、周日白天或每周一至五晚上授课。

3．全日制班：学生在校全日制脱产学习。

五、自学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以国家考办和四川省招考委的考试计划为准。统考课程安排在每年 1月、4月、10 月进行。

六、所报考专业的部分课程符合下列条件，可以申请免考。①若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考课程取得合格成绩者，

持课程合格证免考所报专业中与将要学习考试的课程课码及课程名称相同的课程；②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等学校专科以上

(含专科)的毕业生，凭毕业证书和毕业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学籍证明，按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免考政策可免考部分基础

课程，即英语专业的专科毕业生参加自考非英语专业专升本学习的，可以免考英语(二)；物理专业的专科毕业生参加自考非

物理专业专升本学习的，可以免考物理(工本)；数学专业的专科毕业生参加自考非数学专业专升本学习的，可以免考高等数

学(二)；③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合格成绩可以转免自学考试的英语(一)或英语(二)，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合格成绩可

以按照免试政策免试相关课程；④普通专科在校生参加自考专升本专业学习，凭本校教务部门出具的学籍证明，其公共政治

课合格成绩可以替代自考专升本各专业名称相同的公共政治课成绩。

七、自学考试的毕业时间(即办理毕业证明的时间)为每年六月和十二月。自学考试的毕业证书由全国考委统一制作，我校

自学考试的毕业证书由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西南石油大学副署校印。



八、自考学生获得学士学位，需具备以下条件：①在校学习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未触犯法律；②自考本科毕业

生，其各科成绩平均分达 65 分以上；③通过省学位办组织的学士学位外国语考试；④本科毕业生只能申请一次学士学位，应

为取得本科毕业证书后两年内提出申请，未通过者不再补授学士学位。符合授位条件者由西南石油大学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九、收费标准

1、学费

全日制助学学费：

专科：文法经管类专业学费 2800 元/年，理工类专业学费 3000 元/年；本科：文法经管类专业学费 3000 元/年，理工类

专业学费年 3500 元/年。

业余助学学费：

专科：2800 元/年；本科：3000 元/年。

学费按学年收取。

2、考试费：35 元/科·次，考生在网上自行交纳；

3、教材费：700 元/人·年（预收，多退少补）；

4、职业资格培训费、实践性环节考核费用、答辩环节费用、代收代管等费用按物价和财政部门规定标准收取。

西南石油大学高等学校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 2015 年教学站点一览表

报名须知

（一）直接到校报名或电话报名。

教学点名称 办学地址 联系人 招生电话

西南石油大学（南充） 南充市顺庆区油缘路 1号 杜 勇 0817-2642661

四川南充经济专修学院 南充市顺庆区搬罾绢纺社区庞家寨 1号 杜桂林 0817-3818726

逸升教育培训学校 西华师范大学新校区一期 14 号楼二楼 许 菲 0817-2250000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广安市广安区江宁大道一段 1号 曾顺迁 0826-8308950

广元市高教自考辅导站 广元市利州区广博街 1号 杨 颖 0839-3316414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瓦窑坝 62 号 陈显均 0830-3150403

德阳鸿博教育培训学校 德阳市凯江路 69 号 郑在丽 0838--3050908

成都经济技术学校 龙泉驿黄土镇黄义路 36 号 杜 戈 028-631657698

绵阳汉鼎高等教育培训学校 绵阳市经开区文武西路 469 号 马 雪 18683650853



（二）报名时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不缴报名费。

（三）招生咨询方式

1、新都校区：

●地址：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 8号西南石油大学国家科技园 3楼自考办（邮编：610500）。

●联系人： 阮老师、汪老师、吴老师 电话：西南石油大学自考办：028-83035718、83035719、18008091587、13880789162

●网址：西南石油大学继续教育与网路学院（登录石油大学主页 www.swpu.edu.cn 在“机构设置-管理服务”中点击“继

续教育与网络学院”）

2、南充校区：

●报名地址：南充市顺庆区油院路 30号西南石油大学办公楼 414室（邮编：637001）

●联 系 人：杜老师、李老师 电话: 0817-2642418、0817-2642661 、18989190000、18081551679

招 生 专 业 课 程 一 览 表

专 科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课 程 名 称

1 Z020201 工商企业管理

计算机应用基础、基础会计学、企业会计学、市场营销学、中国税制、大学语文；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政治经济学（财

经类）、高等数学（一）、经济法概论（财经类）、国民经济统计概论、企业管理概论、生产与

作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企业管理

2 Z020242 会计电算化

计算机应用基础、基础会计学、财政与金融、财务管理学、中级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政治经济

学（财经类）、英语（一）、高等数学（一）、经济法概论（财经类）、大学语文、会计电算化

基础

3 Z080744 数控技术应用

计算机应用基础、机械工程材料、机械制图及AutoCad （含实践）、数控原理与数控技术运用

（含实践）、数控编程 （含实践）、数控机床操作（含实践）、

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概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质量

管理（一）、应用数学、机械原理与机械设计（含实践）、电工与电子技术（含实践）、机械制

造基础（含实践）、液压与气动（含实践）、专业英语阅读

4
Z082230 建筑施工技术与

管理

计算机应用基础、建筑工程基础、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和合同管理、工程

建设法规、施工项目管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小平理论概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高等数学

（工专）、建筑设备、建筑力学与结构、主体结构与防水工程施工（实践）、装饰、装修工程施

工（实践）、建筑工程质量检验与安全管理（实践）、专业综合训练及鉴定取证（实践）、工程

测量

5 Z081725 汽车维修与检测

计算机应用基础、汽车概论、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含实践)、汽车保险与理赔、 汽车机械基

础（含实践）、汽车维修企业管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概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应用数

学、汽车营销与策划、汽车专业英语、 汽车电气设备与维修（含实践）、 汽车构造（底盘）

（含实践）、汽车常见故障诊断分析（含实践）

独 立 本 科 段

http://www.swpu.edu.cn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课 程 名 称

1 Y080105 石油工程

英语（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油田化学、油气开采工程（含实践）、油层物理（含

实践）、油藏工程、油气开发地质；

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工程流体力学（一）（含实践）、渗流力学、钻

井工程（含实践）、钻采机械、【油气层保护技术、完井与井下作业、测井原理及应用】、毕

业论文

2 Y020204 会计

英语（二）、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金融理论与实务、高级财务会计、审计学、

财务报表分析（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资产评估、会计制度设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

管类）、线性代数（经管类）、税务会计、会计电算化基础、【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外国财

政、社会保障概论】、毕业论文

3 Y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英语（二）、建筑工程定额预算、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实务、建设工程合同(含 FIDIC)条

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房屋建筑工程概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线性代数、土木工

程制图、综合课程设计、工程经济学、【工程建设法规、装饰工程定额与预算、安装工程定额

与预算】、毕业论文

4 Y020221 建筑经济管理

英语（二）、工程建设监理概论、经济管理、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工程质量与进度控制、建

筑工程技术经济学、建筑工程项目管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经济法概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计算

机基础与程序设计、运筹学与系统分析、计算机辅助管理、建筑施工技术、【基础会计学、建

筑工程定额与预算、建筑材料】、毕业论文

5 Y020263 现代商务

英语（二）、对外经济管理概论、国际市场营销学、市场营销策划、国际商务谈判、电子商务

概论(含实践)、 组织行为学（二）、商业伦理导论、国际商务管理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财务管理学、金融理

论与实务、商品流通概论、【公共关系学、公司法、政府、政策与经济学】、毕业论文

6 Y071602 信息管理与服务

英语（二）、信息资源建设、信息政策与法规、信息系统设计与分析(含实践)、 Windos及其

应用(含实践)、计算机信息检索、信息咨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数学（工专）、信息经济学、计算机网络

技术、工程经济、信息系统开发、【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数据库及其应用、动态网站建设

编程】、毕业论文

7 Y030106 法律

英语（二）、劳动法、知识产权法、税法、国际私法、公证律师制度、法律文书写作；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公司法、环境与资源保护、合同 法、国际经

济法概论、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婚姻家庭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罪犯劳动改

造学、专利法】、毕业论文

【 】中的课程为免考英语（二）考生加考课程

备注：1、各班开班人数 30人以上，若未达到 30人，学校决定不开班，请学生谅解。

2、根据国家政策，如各专业课程设置变更，以国家考试计划为准，恕不再另行通知。

3、考生可自愿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取证考试，也可参加英语水平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等证书考

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