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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简称
NCRE)，主要面向非计算机专业的学
生，同时也面向社会。是考查应试人
员计算机应用知识与能力的全国性

4、PETS报名方式自2017年下
半年起全部改为在教育部考试中心
统一平台进行网上报名，具体报名
时间、考试时间、收费标准及报名
流程请关注济南市教育招生考试院
网站通知。

全国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

计算机水平考试体系。
自2014年下半年起，全国计算
机等级考试实施2013版考试大纲，
并采用新版考试系统及报名系统。
报名方式自2015年下半年起全
部改为网上报名，具体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收费标准及报名流程请
关注济南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通
知。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1、2018年下半年全国英语等
级考试（PETS）考试开考的级别为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2、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报名对
象面向社会，无年龄、学历限制。
3、获得二级及以上级别笔试
合格成绩者可免考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英语(一)”课程，获得三级及
以上级别笔试合格成绩者可免考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二)”课
程。

全国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简

2.本次开考模块： A010-计算
-计算机应用基础（WindowsXP），
中信息技术的应用（Visual FoxPro

报名条件及方式改变

6.0），A043-文字处理（Word2003），
A052-电子表格（Excel2003），A062

考新、老考生均需登陆山东省

人基本信息，内容包括选择

(3)报名信息确认。缴费

-演示文稿制作（Powerpoint2003）

招考院网站（www.sdzk.cn）

区、县考办、个人信息、报

前，进行报名信息确认，确

进行注册、报考。济南市招考

考专业、联系电话、照片等

认后不可更改报考信息。

院不再组织单独的网上报名。

内容。

-图像处理(Photoshop CS3)，B023-

算机应用技能培训考试系统。该考
试分过程式考核、作业设计及上机

确认后，使用具有网上支付功

网页制作（Dreamweaver MX），B051

行注册手续，注册完成后方可

“确认单”指定的时间和地

能的银行卡进行网上缴费，并

-多媒体制作（Authorware 6.0），

进行课程报考。

点持有效身份证件、《新考

自行打印《报名缴费确认单》,

生现场确认单》到区、县自

该确认单作为报考成功的唯

考办办理现场确认手续。

一凭证。

B061-动画设计（Flash MX），B075

报名及考试时间

-计算机绘图（AutoCAD 2007），C024

2018年10月高教自考新生
报 名 时 间 为 6 月 19-21 日
（9:00至17:00），新生确认
时 间 为 6 月 21-22 日（上 午
9:00 至 11:00，下 午 14:00 至
17:00），老考生网上报名时
间 为 6 月 19—25 日（9:00 至
17:00），补报名时间： 2018
年 8 月 1 日 至 3 日（9:00 至
17:00），（限已取得准考证
号且未报名的考生报考）。

证书者，由本人提出申请，可获得全

-程序设计（Visual Basic 6.0），

国计算机水平考试(NIT)证书，并可

A074-数据库（Visual FoxPro）。

根据有关规定，向剑桥大学考试委

3.由于ATA平台考生信息上报

员会申请相应的剑桥信息技术

后无法修改，因此考生报考时应认

(CIT)证书。

真核对报名信息，并签字确认，以确
保报名数据的准确无误。

可免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中小学

4.报名时间、考试时间及收费

教师自考中所有非计算机类专业中

标准请关注济南市教育招生考试院

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获得

网站通知。

报名手续及办法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

全国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
(NIT)

网上报名

现场报名

2.老考生(已有准考证号

4.网上报名必须一次完

码但无登录密码的考生)登录

成，不能补报；新考生必须按

山东省招考院网站自助完成

照规定时间现场确认后方可

注册手续（注册后即可获得登

报名并参加考试。

录密码，无需现场确认）。

名手续。

录山东省招考院网站自行打

再组织网上报名，全部考生
通过山东省招考院网站报

印“10月份自考准考证”。

名。

(1)报名时，请首先输入

块合格证书者，可免考高等教育自

0531-82598728；咨询邮箱：

请关注市招考院
网站公告通知

核对专业代码和课程代码，以

请关注市招考院
网站公告通知

网报咨询电话及邮箱

sdzkkw@163.com。

上半年自学考试网上毕业申报本月21日开始

2018年9月中下旬

2018年9月中下旬

请关注市招考院
待定
网站公告通知

请关注市招考院网站公告通知

请关注市招考院网站公告通知

请关注市招考院网站公告通知

特别提示：
 本次报名开始，济南市不

自考网报咨询电话：

请毕业。

2018年下半年证书
4版
考试报名指南

月8日至21日9:00至17:00）登

(2)报名过程中，请认真

现场报名、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时间及地点

2018年10月高教自
3版
考教材调整

东省招考院网站自助完成报

经系统校验后进入报名系统。

考试时间

2018年下半年自考
毕业及实践环节考
2版
核六月网报

号、登陆密码在考前两周（10

考院网站自助完成报考手

报名时间

2018年10月高教自
2版
考报名安排表

码和登录密码的考生)登录山

“管理系统中信息技术的应用”模

用”课程。

1版

新、老考生凭本人准考证

“准考证号”和“登录密码”，

学考试中“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

上半年自考网上毕
业申报21日开始

自考准考证打印

学考试的考生)登录山东省招
续。

6月份自考网报方式
1版
进行重大调整

3.老考生(已有准考证号

1.新考生(第一次参加自

考生，具备下列条件，方可申

网上报名

(4)网上缴费。报名信息

(2)现场确认。考生按

专业考试)和实践课程考核的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

的麻烦。

新老考生首次网报时，均需进

参加高教自考(含教育类

报名办法

免选择错误给您带来不必要

山东省招考院网站，提交本

申报条件

考试项目

(1)新生注册。考生登录

自本次报名开始，全市自

考试)，是教育部考试中心主办的计

获得各模块合格证书之一者，

本期导读

A016-信息化办公，A021-管理系统

称NIT，原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

1.证书及待遇：持有五个模块

2018年5月18日

机初级应用基础（WindowsXP），A012

，A082-因特网（WindowsXP），B013

考试三个阶段。

ZIKAOXUANCHUAN

的社会证书已领取或已查询

1.申报前须办理招商银

 新生报考自学考试的，均
需自行准备标准免冠照片，
然后通过照片审核工具审核
后，方可上传等待现场确
认。
 山东省自考网上报名咨询
电话：0531-82598728;咨询
邮箱：sdzkkw@163.com。

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任

息(特别是姓名和身份证号)。

何一家银行卡，开通所持银行

若有误，必须本人持有效身份

年的实践课程考核注册考生。

卡的网上支付功能，存够一定

证件到市招考院办理更正手

4.申请本科毕业者，必须

的金额，方可进行网上申报。

续后方可继续申报。申报成功

到合格成绩的。
3.注册时间为2013-2015

1.截至2018年4月，按考

具有国家承认的国民教育系

2.认真阅读济南市招考

后，个人信息一律不得修改。

试计划考完本专业开考计划

列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电子

院网站发布的《办理毕业手续

5.申报成功后立即打印

所规定的全部课程(含毕业考

注册备案表，或开具学历认证

须知》，《网上申报流程》及

《毕业生网上申报信息核对确

核、实习、实验课、技能考核)，

报告书。

有关注意事项。

且考试(考核)成绩合格。

申报时间及方法

3.申报时，请首先输入
“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准

认单》、下载个人照片。

毕业材料领取
网上申报结束后,考生本

2.截止2018年3月，已办

拟申请毕业的考生，请于

理外省转档，并已查询到收档

5月21日至6月3日登录济南市

考证号”和“居民身份证号”，

人凭准考证和《毕业生网上

号或确认归档的；省内转档

招考院网站，进入“服务大

经系统校验后进入申报环节。

申报信息核对确认单》于6月

已办理完成；用于免考课程

厅”自行办理申报手续。

4.考生认真核对个人信

3日-4日到（下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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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部分教材及课程安排调整
考试项目

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新生网上注册

6月19-21日

山东省招考院网站

按照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调
整2018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及课
程安排的通知》(鲁招考[2018]25号)精

新生现场确认

6月21-22日

各区、县招考办

附表一：2018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变更教材表：

新生课程报考

6月21-25日

老生网上报名

6月19日-6月25日

10月8日至21日
山东省招考院网站 （9:00至17:00）
山东省招考院网站

老生补报名

8月1日到3日

山东省招考院网站

报名办法

2018年下半年毕业及实践环
网上报名
节考核

县区自考办
历下区
市中区
槐荫区
天桥区
历城区
长清区
章丘区
平阴县
济阳县
商河县

报名时间

6月19-6月25日

考试时间

10月20-21日

见《报考简章》

报名地点

考试准考证打印

山东省招考院网站 报名成功后，即时打
www.sdzk.cn
印

地址、联系电话及乘车路线
备注
文化东路44号（山东省林业厅西邻）。电话：86553648。乘18、K59、110、75、123到省文化艺术学校站下车 接
受
即到。
本
纬一路205号市中区教育局少年宫院内。电话：82029652。坐102、4、35、41、33路到经七纬二站点下车往东 区
往北。
、
县
经六路251号(经六纬九向西50米路北)。电话：87911336。乘76路到经六纬九站下车。
的
天桥区小纬北路9号。电话：86928280。乘4、5、7、15、32、83、85、K91路到天桥南下车,天桥南头往东100 新
米往北60米路西
生
确
辛祝路68号。电话：88023790。乘11路到华信路北口站，乘30、80、118路到辛祝路南口站下车。
认
长清区乐天中学北门（恒大绿洲南门对面），电话：87222260,13156136986。
及
老
章丘区明水汇泉路1298号，电话：83212772。
生
平阴县教育体育局，电话：83101618。
信
息
济阳县教育体育局一楼106室，电话：84235009。
修
商河县教育局，电话：84874045。
改

2018年4月高教自考、毕业论文成绩公布

神，2018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有17门
课程启用新教材(详见附表一)。00012英
语（一）、00015英语（二）自2019年4月

启用新教材（详见附表二），2018年10月
起取消03619运作管理课程考试，请相关
考生做好应考准备。

1
2
3
4
5
6
7
8
9

课程
代码
00055
00075
00262
00342
00409
00449
00451
00454
00529

10

00654

新闻采访写作

新闻采访写作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1
12
13
14

04732
04735
04747
30007

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
数据库系统原理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学前儿童发展评估

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
数据库系统原理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学前儿童发展评估

机械工业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15

12348

低幼儿童文学

学前儿童文学(第三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16
17

06087
06089

工程项目管理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工程项目管理（第五版）
劳动关系（第三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东明
2018
李 玫
2018
刘金华
2018
郑 岩
2017
王旭晓
2018
孙绵涛
2017
靳希斌
2018
朱颜杰
2018
王一川
2018
赵景云 刘
2018
小燕
杨全胜
2017
黄 靖
2017
辛运帏
2017
鄢超云
2010*
李 莹 肖
2014
育林
丛培经
2017
程延园
2016

作者

序号

课程名称

教材

出版社

作者

企业会计学
证券投资与管理
法律文书写作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美育基础
教育管理原理
教育经济学
教育预测与规划
文学概论(一)

企业会计学
证券投资与管理
法律文书写作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美育基础
教育管理原理
教育经济学
教育预测与规划
文学概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

附表二：英语教材变更表：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教材

出版社

1

00012

英语（一）

英语（一）自学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

00015

英语（二）

英语（二）自学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2018年4月高教自考和教育类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济南市招考院网站（www.jnzk.net）自助查询。

张敬源
张虹
张敬源
张虹

版本
2012
2012

2.2017年下半年报名参加的毕业论文及技能考核成绩已公布，考生可登陆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www.sdzk.cn）或济南市
招考院网站（www.jnzk.net）查询。

根据教育部要求，对申请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的考生进行前

3、自2016年开始，济南市不再发放自学考试“课程合格证书”或“成绩单”。考生以网站查询成绩为准。毕业申报时无需再
提交2016年之后的“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合格证书”，以济南招考院网站历史成绩查询为准即可。

2018年下半年高教自考毕业及实践环节考核网上报名
1.报考2018年下半年技

育招生考试院网站自助办理

按“考试准考证”上的考试

能考核及毕业考核(含本科论

报名手续，即时打印考试准

时间、考核地点和联系电话,

文答辩、专科毕业实习、毕

考证、毕业论文封面(一式三

凭身份证和准考证按时参加

业设计等)的考生，请于6月

份)。

主考院校组织的辅导和考

19日至6月25日登录山东省教

2.报名成功后，请考生

核。

山东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网址

置学历的审核。审核的规则：依据姓名+身份证号(兼容升降位)

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若专科或本科毕业证书为2001年前取
得，也应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见下图)。

在高等教育毕业生库中查找，不限定毕业时间,匹配存在有效学
历的，视为审核通过，予以注册。

若考生持有的是国外学历证书，需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开具的《国(境)外学历认证书》。

我省申请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的考生，除审验毕业证书原件

凡提交虚假材料导致无法注册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外，还须提交《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见右下

《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国(境)外学历认证书》申

图）。

请时间约为20个工作日，请考生妥善安排时间。

若申请本科毕业考生的专科或本科毕业信息与本科信息不
一致，需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见右下图)和公

www.sdzk.cn
关于使用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成绩免考的通知

（上接第1页）指定区、县招
考办领取“毕业生档案

日。高教自考的考生应根据

人现场审验，不得代填代办）。 的实践课程考核毕业生，通

《毕业生网上申报信息核对确

实践课程考核考生申报成

过市招考院初审和省招考院

袋”、“毕业生登记表”(两

认单》上规定的日期到济南市

功后，请于6月4-5日与注册院

终审，获得毕业证书的，预

份)、 “办理毕业手续须

教育招生考试院（地址：经二

校联系毕业材料的领取和填

计在2018年9月下旬通过济南

知”等材料并按要求认真填

路195号）五楼会议室办理交

写，并由学校统一办理审验手

市邮政速递局的特快专递对

写。

验手续，逾期不予办理（注：

续，错过申报一律不再补办。

“毕业证书”等毕业材料邮

毕业生登记表一式两份，必须

毕业证书领取

寄。未办理邮寄的实践考核

毕业材料交验
时间为2018年6月10－11

本人填写，在规定时间、由本

全部高教自考及申请邮寄

考生请与所在院校联系。

1、《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简称PETS）自2017年起不再颁
发成绩合格单，申请高等自学考
试本（专）科毕业的考生，若需
要用PETS二级或三级笔试合格成
绩免考自学考试英语一或英语二
课程的考生，需在中国教育考试
网（http://www.neea.edu.cn）
打印成绩查询单，并注明参加

考试的省份及地市名称后随毕业材
料一并上交。
2、2016年（含2016年）之前的
合格成绩必须上交成绩合格证方可
免考。
3、请广大考生认真学习领会有
关内容，做好课程考试和免考，确
保顺利毕业。

学信网客服电话：010-61139123。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电话：010-62677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