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青海省 2022 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时间安排表

（10 月 22 日至 23 日）

考试时间
星期六（10月22日） 星期日（10月23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专科

汉语言文学
（9702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
文学概论(一)(00529)
心理学（00031）

教育学(一)(004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12656)

外国文学作品选(00534)

英语(一)(0001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00532)

会计
（63030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财务管理学(00067)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中国税制(00146)

高等数学(一)(00020)

大学语文(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12656)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00070)

基础会计学(00041)

成本会计（00156）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43)

法律事务
（6805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宪法学（05679）

行政法学（0026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12656)

刑事诉讼法学(00260)

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00244)

行政管理
（6902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

市政学(00292)
公文写作与处理(003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12656）

大学语文(04729)

社会研究方法(03350)

英语(一)(00012)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法学概论(00040)

政治学概论(00312)



工商企业管理
（6306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高等数学(一)(00020)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中国税制(00146)

大学语文(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12656）
企业会计学(00055)
基础会计学(00041)

国际企业管理（00148）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计算机
应用技术
（6102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计算机组成原理(02318)
计算机应用技术(02316)
数据结构导论(02142)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00342)

电子技术基础（三）(04730)

大学语文(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12656)

线性代数(02198)

计算机网络技术(02141)

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04732)

英语(一)(00012)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操作系统概论（02323）

计算机信息管理
（6102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计算机应用技术(02316)

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04754)

高等数学（工专）（00022）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00342)

大学语文(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12656)
基础会计学(00041)

计算机网络技术(02141)
计算机原理(02384)

英语(一)(00012)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管理信息系统（02382）
企业管理概论（00144）

护理
（6202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护理学基础(02997)
健康教育学（00488）
病理学（02901）

护理伦理学（02996）
营养学(03000)

生物化学(三)(03179)
药理学（一）（02903）

大学语文(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12656)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02864）

内科护理学（一）（02998）
医学心理学(02113)

儿科护理学（一）（03003）
妇产科护理学(一)(03002)

生理学（02899）
外科护理学(一)(03001)

小学教育
（670103K）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
教育原理(00405)
美育基础(00409)

小学语文教学论（00410）
现代教育技术(00413)
小学教育心理学(00407)

小学教育科学研究（00406）

大学语文(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12656)
高等数学基础(00417)

小学数学教学论（00411）
小学科学教育(00408)

中外文学作品导读(00415)

英语(一)(00012)
数论初步（00418）
小学班主任(00412)
汉语基础（00416）

科学.技术.社会(00395)



学前教育
（670102K）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30006） 特殊儿童早期干预（0087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12656)
学前儿童游戏指导（30003）

低幼儿童文学（12348）

藏语言文学
（95030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语言学概论（藏）（0496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12656)
藏族历代文选（00591）

旅游管理
（6401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
旅游心理学（00188）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旅游经济学（00187）
中国旅游地理（00190）
（含青海部分3学分）

大学语文(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12656)
公共关系学(00182)

英语(一)(00012)
导游业务（00195）

酒店管理
（64010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
市场营销学(00058)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旅游经济学（00187）

大学语文(0472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12656)
公共关系学(00182)

英语(二)(00015)
饭店前厅与客房管理（00202）

本科

汉语言文学
（0501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美学(00037)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008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中国文化概论(00321)

英语(二)(00015)
中国现代文学史(00537)

会计学
（120203K）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市场营销学(00058)
会计制度设计(0016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0149)
金融理论与实务(0015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高级财务会计(00159)

审计学(00160)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英语(二)(00015)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财务报表分析(一)(00161)

资产评估(00158)

法学
（030101K）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中国法律思想史（00264）

国际私法（00249）

公司法（00227）
公证与律师制度（00259）
法律文书写作（0026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保险法（00258）
劳动法（00167）

英语(二)(00015)
税法（00233）

知识产权法（00226）

英语
（0502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高级英语（00600）

英语翻译（00087）

现代语言学（00830）

英语语法（00831）

英语科技文选(0083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外语教学法（00833）

外贸函电（00094）
英语词汇学(00832)

英美文学选读(00604)
英语写作(00603)

公安管理学
（030612TK）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公安信息学（00372）

刑事证据学(0037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大学语文(04729)
英语(二)(00015)
公安决策学(00371)



金融学
（020301K）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市场营销学(00058)
财务管理学（0006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00053）
国际金融(00076)
管理学原理(0005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保险学原理（00079）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银行会计学(00078)

英语(二)(00015)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工商管理
（120201K）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0149）
管理学原理(0005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质量管理(一)(00153)

英语(二)(00015)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组织行为学(00152)

护理学
（1011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
内科护理学(二)(03202)
护理管理学(03006)

护理学研究(030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护理学导论(03201)
护理教育导论(03005)
公共关系学(00182)

英语(二)(00015)
急救护理学(03007)

妇产科护理学（二）（03010）

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方向）

（0810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02197)

建筑设备（02446）
流体力学（0334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线性代数(02198)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02275）

工程地质及土力学（02404）

英语(二)(00015)
物理（工）（0042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
算机及应用方向）

（0809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04747）
数据结构（0233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02197)

数据库系统原理（04735）
高等数学（工本）（0002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英语(二)(00015)

计算机网络原理(04741)
软件工程(0233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
算机信息管理方向）

（0809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信息资源管理（02378）
数据结构导论（02142）

数据库系统原理（0473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软件开发工具（03173）

英语(二)(00015)
计算机网络原理（04741）
操作系统概论（02323）

网络工程
（0809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04747）
网络操作系统（02335）
数据结构（02331）

网络工程（04749）
高等数学（工本）（00023）
数据库系统原理（0473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计算机网络安全（04751）
计算机网络管理(02379)

英语(二)(00015)
互联网及其应用（03142）

通信概论（04742）
计算机网络原理（04741）

小学教育
（04010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文学概论(一)(00529)
中外教育简史（00464）

现代教育测量与评价学（06231）
大学数学（0622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比较教育（00472）

英语(二)(00015)
课程与教学论（00467）

学前教育
（0401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家长工作与家园沟通（30008）
学前教育原理（00398）

学前儿童心理健康与辅导（12353）
学前卫生学(0038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学前教育史（00402）

英语(二)(00015)
学前教育研究方法（03657）



政治学与行政学
（0302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宪法学（05679）
领导科学（00320）
公共政策（00318）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00315)
社会工作概论（0027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西方政治制度（00316）

英语(二)(00015)
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00351）

行政管理
（1204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领导科学（00320）
普通逻辑(00024)
公共政策（00318）

行政法学（00261）

公文写作与处理(0034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公务员制度（01848）
行政管理学（00277）

英语(二)(00015)
西方行政学说史（00323）

政治学概论(00312)
法学概论(00040)

旅游管理
（120901K）

市场营销学(00058)
财务管理学（00067）
中外民俗（00199）

（含青海民俗2学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4183)

客源国概况（00200）
管理学原理(00054)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0005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00198）
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00197）

（含青海部分3学分）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组织行为学(00152)
专业英语（00196）

藏语言文学
（35010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教育学(一)(0042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藏文写作（二）（04967）

翻译理论（00576）

土木工程
（交通土建工程方向）

（081001）
交通工程经济分析（06285）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06289）
工程机械（06167）

公路工程CAD（06288）
工程项目管理（06087）
工程监理（06086）

汽车服务工程
（080208）

汽车评估(04181)
汽车营销技术（05871）
交通工程（二）（06078）

汽车保险与理赔（05873） 汽车使用安全技术（04180）

工程造价
（120105）

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06962）
工程造价与管理（07138）
房屋建筑工程概论（08984）

工程建设监理概论（01564）
建设工程合同

（含FIDIC条款）（04231）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方向）

（081001）
混凝土结构设计（02440） 基础工程（05497） 工程合同管理（一）（08265）

施工组织设计（11128）
工程项目管理（06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