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1年 10月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计算机化考试有关事项的通告

各位考生:

我省 2021年下半年自学考试计算机化考试因疫情推迟到 10

月 30 - 31日举行，现就本次考试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考试时间安排。本次考试时间为两天，共 4个考试单元，

各单元考试时间均为 150分钟。我院可视考生报考规模和考试机位

情况适当调整考试单元。考试时间具体安排如下：

考试时间 考试单元

2021年 10月 30日

（星期六）

上午 9时至 11时 30分 1

下午 2时 30分至 5时 2

2021年 10月 31日

（星期日）

上午 9时至 11时 30分 3

下午 2时 30分至 5时 4

二、报考时间及报考方式

报考时间：2021年 10月 11日上午 9时至 13日下午 5时。

报考方式：考生可到各市州、县（市、区）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报考点办理报考缴费手续，也可以登陆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自助服务系统（http://zikao.hneao.cn/net/）报考和缴费。本次考

试全省共设 12个考区，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不设考点，建议考

生慎重选择报考，以免无法正常参加考试。

三、考试费用。根据物价部门的规定，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计算机化考试的报考费为 48元/科次。



四、考试对象。凡已取得我省自学考试考籍的考生均可根据

需要选择报考。

五、考试课程安排。本次报名报考按照《2021年 10月全省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计算机化考试课程安排及教材目录》（见附件）

共安排技术经济学（06270）等 69门课程供考生选择，考生可根

据需要自主选择报考课程。已采用计算机化考试的课程一般不另

行安排纸笔考试。

六、考试成绩。本次考试成绩将与 2021年 10月全省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纸笔考试课程成绩一并公布，违规处理及查分程序等

事项与纸笔考试相同。

七、其他事项。考生参加本次考试应按照“湖南省 2021年

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防疫与安全须知”的有关规定，提前

了解考点当地防疫要求，严格遵守防疫相关规定，配合考点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为便于考生适应计算机化考试方式，我院在湖南

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自助服务系统（http://zikao.hneao.cn/net/）的

“自考政策及相关通告”栏提供了计算机化考试考生操作演示视

频，欢迎考生观看，顺利参考。

附件：2021年 10月全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计算机化考试

课程安排及教材目录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2021年 10月 9日



附件

2021年 10月全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计算机化考试课程安排及教材目录
新专业

代码
新专业名称

原专业

代码
原专业名称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教材主编 教材出版社 教材版次

020101 经济学 B020115 经济学(本) 06270 技术经济学 技术经济学 徐莉 武汉大学 2008年第2版

020301K 金融学 B020106 金融(本) 00079 保险学原理 保险学原理 许谨良 上海财经大学 2010年第4版

020303 保险学 B020108 保险(本) 00053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杜奇华 武汉大学 2005年版

030101K 法学 B030107 经济法学(本) 00923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姜明安 北京大学 2015年第6版

030101K 法学 B030107 经济法学(本) 06911 国家赔偿法 国家赔偿法要论 刘嗣元 北京大学 2010年版

030101K 法学 B030114 行政法(本) 02047 社会心理学(二) 社会心理学 章志光 人民教育 2015年第3版

030101K 法学 B030114 行政法(本) 06911 国家赔偿法 国家赔偿法要论 刘嗣元 北京大学 2010年版

030302 社会工作 B030203 社会工作与管理(本) 00279 团体社会工作 小组工作 刘梦 高等教育 2013年2版

030302 社会工作 B030203 社会工作与管理(本) 00286 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 王桂胜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 2007年版

040106 学前教育 B040102 学前教育(本) 12351 低幼儿童文学名著导读 幼儿文学经典作品赏析 祝士媛 高等教育 2012年版

040106 学前教育 B040102 学前教育(本) 12353 学前儿童心理健康与辅导 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指导 张劲松 复旦大学 2013年版

040106 学前教育 B040102 学前教育(本) 30008 家长工作与家园沟通
幼儿园家长工作技能与

艺术
莫源秋 中国轻工业 2015年版

040107 小学教育 B040112 小学教育(本) 06180 学校管理心理学 学校管理心理学 熊川武 华东师范大学 2011年第2版

040107 小学教育 B040112 小学教育(本) 07340 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简明教程 王坤庆、岳伟 华中师大 2011年版

050101 汉语言文学 C050105 汉语言文学(本) 10397 论文写作研究 中文专业论文写作导论 陈果安 中南大学 2014年第3版

050101 汉语言文学 C050105 汉语言文学(本) 10399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史 赵树勤、李运抟 湖南师范大学 2015年版

050107T 秘书学 B050104 秘书学(本) 00923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姜明安 北京大学 2015年第6版

050201 英语 C050201 英语(本) 05349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 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 连淑能 高等教育 2010年版

071102 应用心理学 B071502 应用心理学(本) 02047 社会心理学(二) 社会心理学 章志光 人民教育 2015年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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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新专业名称

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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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专业名称

课程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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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02 应用心理学 B071502 应用心理学(本) 02106 普通心理学 心理学 钟毅平 湖南教育 2005年版

071102 应用心理学 B071502 应用心理学(本) 07052 行为改变技术 行为矫正 伍新春、胡佩成 高等教育 2005年版

080204 机械电子工程 B080307 机电一体化工程(本) 02297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陈伯时 机械工业 2016年第5版

080208 汽车服务工程 B080610 汽车运用工程(本) 04180 汽车使用安全技术 汽车使用安全技术 罗子华、李卫 中南大学 2013年版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
B082228 电力管理工程(本) 05299 电力企业标准化管理 电力企业管理 刘秋华 中国电力 2009年版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
B082228 电力管理工程(本) 06270 技术经济学 技术经济学 徐莉 武汉大学 2008年第2版

080801 自动化 B080603 工业自动化(本) 02297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陈伯时 机械工业 2016年第5版

080802T
轨道交通信号与

控制
B080780 轨道交通信号及控制(本) 04454 高速铁路概论 高速铁路概论 佟立本 中国铁道 2012年版

080902 软件工程 B080720 软件工程(本) 07875 信息安全工程 信息安全概论 牛少彰、崔宝江 北京邮电大学 2016年第3版

080903 网络工程 B080709 计算机网络(本) 07875 信息安全工程 信息安全概论 牛少彰、崔宝江 北京邮电大学 2016年第3版

081001 土木工程 B080809 交通土建工程(本) 07138 工程造价与管理
工程计量与造价管理(第
三版)

陈建国、高显义 同济大学 2010年版

081001 土木工程 B080825 土木工程(本) 07138 工程造价与管理
工程计量与造价管理(第
三版)

陈建国、高显义 同济大学 2010年版

081101 水利水电工程 B080904 水利水电与港航工程(本) 06303 港航工程及近海工作 渠化工程学 黄伦超、陶桂兰 人民交通 2016年版

081101 水利水电工程 B080904 水利水电与港航工程(本) 06304 港口规划与布置 港口规划与布置 郭子坚 人民交通 2011年第3版

081101 水利水电工程 B080904 水利水电与港航工程(本) 07138 工程造价与管理
工程计量与造价管理(第
三版)

陈建国、高显义 同济大学 2010年版

081801 交通运输 B081724 铁路运输管理(本) 04454 高速铁路概论 高速铁路概论 佟立本 中国铁道 2012年版

082502 环境工程 B081102 环境工程(本) 04526 环境工程导论 环境工程原理 胡洪营 高等教育 2015年第3版

082502 环境工程 B081102 环境工程(本) 06610 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规划学 郭怀成 高等教育 2009年第2版

082502 环境工程 B081102 环境工程(本) 08291 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 朱世云 化学工业 2013年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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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专业名称

课程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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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701 食品科学与工程 B081308 食品科学与工程(本) 03287 食品毒理学 食品毒理学 郝卫东 北京大学医学 2006年版

082701 食品科学与工程 B081308 食品科学与工程(本) 03289 食品营销学 食品营销学 安玉发 中国农业 2016年第3版

082901 安全工程 B080834 工程安全管理(本) 12148 防火与防爆技术 防火与防爆工程 李斌、解立峰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年版

083001 生物工程 B070404 生物工程(本) 02087 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 唐炳华 中国中医药 2011年版

083001 生物工程 B070404 生物工程(本) 06708 发酵工程与设备 发酵工程与设备 邱立友 中国农业 2007年版

090401 动物医学 B090403 畜牧兽医(本) 02794 动物遗传育种学
动物遗传学(第三版）/家
畜育种学（第二版)

李宁/张沅 中国农业
2011年版/2001
年版

090401 动物医学 B090403 畜牧兽医(本) 02797 家畜饲养管理学 饲料与饲养学 单安山 中国农业 2013年版

090501 林学 B090202 林学(本) 05042 自然资源学 自然资源学 陈永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02年版

090502 园林 B090115 园林(本) 05883 园林育种学 园林植物遗传育种学 程金水 中国林业 2010年第2版

100402
食品卫生与营养

学
B081311 营养、食品与健康(本) 03287 食品毒理学 食品毒理学 郝卫东 北京大学医学 2006年版

100701 药学 B100805 药学(本) 01757 药物分析(三) 药物分析 杭太俊 人民卫生 2016年第8版

100701 药学 B100805 药学(本) 02087 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 唐炳华 中国中医药 2011年版

100701 药学 B100805 药学(本) 07781 药事管理学(一) 药事管理学 杨世民 人民卫生 2016年第6版

100702 药物制剂 B081204 制药科学与工程(本) 07781 药事管理学(一) 药事管理学 杨世民 人民卫生 2016年第6版

100801 中药学 C100802 中药学(本) 03040 中药鉴定学 中药鉴定学 康廷国 湖南科学技术 第1版

100801 中药学 C100802 中药学(本) 07781 药事管理学(一) 药事管理学 杨世民 人民卫生 2016年第6版

101101 护理学 B100702 护理学(本) 10392 药理与护理程序 护理药理学 徐红 人民卫生 2004年第2版

120103 工程管理 B020279 工程管理(本) 07138 工程造价与管理
工程计量与造价管理(第
三版)

陈建国、高显义 同济大学 2010年版

120105 工程造价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本) 04231
建设工程合同(含FIDIC)条
款

工程合同法律制度 李素蕾 西北工业大学 2016年版

120105 工程造价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本) 06962 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 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 吴学伟 重庆大学 2015年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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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05 工程造价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本) 07138 工程造价与管理
工程计量与造价管理(第
三版)

陈建国、高显义 同济大学 2010年版

120201K 工商管理 B020202 工商企业管理(本) 11465 现代公司管理 现代企业管理 王俊峰、李贺 上海财经大学 2015年版

120201K 工商管理 B020320 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本) 11465 现代公司管理 现代企业管理 王俊峰、李贺 上海财经大学 2015年版

120204 财务管理 B020213 企业财务管理(本) 00207 高级财务管理 高级财务管理 左和平、李雨青 高等教育 2015年2版

120204 财务管理 B020213 企业财务管理(本) 00974 统计学原理 统计学 袁卫 高等教育 2014年第4版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B020218 人力资源管理(本) 02047 社会心理学(二) 社会心理学 章志光 人民教育 2015年第3版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B020218 人力资源管理(本) 06093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

与管理
孙柏瑛 中国人民大学 2016年第4版

120401 公共事业管理 B020230 公共事业管理(本) 00923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姜明安 北京大学 2015年第6版

120401 公共事业管理 B020230 公共事业管理(本) 06093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

与管理
孙柏瑛 中国人民大学 2016年第4版

120402 行政管理 B030302 行政管理学(本) 00923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姜明安 北京大学 2015年第6版

120402 行政管理 B082218 电子政务(本) 03339 信息化理论与实践 信息化管理理论与实践 娄策群、桂学文 北京交通大学 2010年版

120407T 交通管理 B081704 交通管理工程(本) 10366 公路运输技术经济学 运输技术经济学 隽志才 人民交通 2013年第5版

120503 信息资源管理 B020273 经济信息管理(本) 02133 信息政策与法规 信息法教程 朱庆华 高等教育 2017年第3版

120503 信息资源管理 B020273 经济信息管理(本) 04222 信息管理概论 信息管理导论 谭祥金、党跃武 高等教育 2015年第3版

120503 信息资源管理 B020273 经济信息管理(本) 04225 经济预测方法概论 经济预测与决策 吴仁群 中国人民大学 2015年第2版

120801 电子商务 B020216
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管理方

向)(本)
02132 信息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 谢康 高等教育 2013年第3版

120801 电子商务 B020216
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管理方

向)(本)
03339 信息化理论与实践 信息化管理理论与实践 娄策群、桂学文 北京交通大学 2010年版

120901K 旅游管理 B020210 旅游管理(本) 00053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杜奇华 武汉大学 2005年版

120901K 旅游管理 B020210 旅游管理(本) 00199 中外民俗 中外民俗 吴忠军 东北财经大学 2015年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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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B050433 视觉传达设计(本) 00688 设计概论 设计概论 凌继尧 北京大学 2015年版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B050433 视觉传达设计(本) 05544 现代设计史 世界现代设计史 王受之 中国青年 2015年第2版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B050433 视觉传达设计(本) 05549 视觉传达设计概论 艺术设计概论 李砚祖 湖北美术 2009年版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B050433 视觉传达设计(本) 10329 设计艺术评论 艺术设计美学教程 季芳、杜湖湘 武汉大学 2015年版

130503 环境设计 B081318 家具与室内设计(本) 04489 室内装饰材料 室内装饰材料 郭洪武 中国水利水电 2013年版

130503 环境设计 B081318 家具与室内设计(本) 05544 现代设计史 世界现代设计史 王受之 中国青年 2015年第2版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B050419 服装艺术设计(本) 00688 设计概论 设计概论 凌继尧 北京大学 2015年版

340101 教育管理 B040107 教育管理(本) 00448 学校管理学 学校管理学 张东娇、程凤春 北京师范大学 2014年版

420201 网络营销与管理 B020333 网络营销与管理(本) 12570 网络营销创新管理
赢在电子商务——网络

营销创意与实战
陈益材 机械工业 2013年版

510301 畜牧兽医 A090414 畜牧兽医 02765 家畜解剖及组织胚胎学
家畜解剖学及组织胚胎

学
马仲华 中国农业 2010年3版

510301 畜牧兽医 A090414 畜牧兽医 02773 动物繁育学 家畜繁殖学 朱仕恩 中国农业 2015年第6版

630302 会计 A020203 会计 01790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

德
程淮中 高等教育 2014年版

630505 经济信息管理 A020272 经济信息管理 02132 信息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 谢康 高等教育 2013年第3版

670102K 学前教育 A040101 学前教育 00874 特殊儿童早期干预 特殊儿童早期干预 张福娟、杨福义 华东师范大学 2011年版

670102K 学前教育 A040101 学前教育 30004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设

计与指导
杨旭、康素洁 湖南大学 2014年版

690205 公共事务管理 A020271 公共事业管理 04218 公共事业管理概论(一) 公共事业管理概论 崔运武 高等教育 2015年第3版

690206 行政管理 A082217 电子政务 04218 公共事业管理概论(一) 公共事业管理概论 崔运武 高等教育 2015年第3版

/ / B020275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本)
05042 自然资源学 自然资源学 陈永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02年版

/ / B020275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本)
06610 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境规划学 郭怀成 高等教育 2009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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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070702 地理教育(本) 02094 人文地理学概论 人文地理学 王恩勇 高等教育 2006年版

/ / B081316 包装艺术设计(本) 05544 现代设计史 世界现代设计史 王受之 中国青年 2015年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