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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 2014 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招生简章

一、学院简介

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布局在中国西部、“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

究型综合大学，是由原四川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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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现任党委书记杨泉明教授、校长谢和平院士。

四川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含成人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是学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继续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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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 年，四川大学就开办了夜大学教育，是我国举办继续教育较早的几所高等院校之一。五十多年来，学

院积极投身科教兴国和西部大开发，以社会需求为导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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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学院目前开设有 20 大类 80 多个本、专科专业，成教学历、自考助学、继续教育、职业培训等在校生共 40000

多人。想来四川大学学习深造的同学,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满意的专业。

二、招生章程

第一条 为了保证我校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规范招生行为，维护考生合法权益，提高生源质

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2009 年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

办法》，结合我校成人高等教育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的学习层次有高中起点升本科（以下简称高起本）、高中起点升专科（以下简称

高起专）、专科起点升本科（以下简称专升本）。学习形式有业余、函授两类。授课方式为业余时间集中学习或函

授。业余学习时间一般安排在晚上、双休日学习或一学期集中一段时间学习。业余上课地点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

华西青羊校区和教学班。函授学习为每学期集中 3－4周到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或教学站（点）上课、复习、考试。

第三条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业余和函授的学习时间为：高起专两年半、专升本两年半、高起本五年。

第四条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招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

学习的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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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高起本或高起专的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含职高、中专、技校等）。

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

专科毕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

报考医学门类专业的考生应当具备国家相关部门规定的报考条件。

第五条 报考艺术类专业考生需参加专业课加试。加试科目、时间、地点等在公布招生专业时同时公布。凡

未在规定时间到校加试专业课者，视为放弃我校艺术类专业录取资格。我校艺术类专业在文考成绩达到四川省最

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基础上，按照我校加试艺术专业课成绩择优录取（按专业成绩排名）。

第六条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依照招生地区的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所确定的

最低录取控制线，按招生计划、分专业按考生第一志愿以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学生。上线人数不足 30

人的专业予以撤销，已上线考生可修改原报志愿或由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调整至其他院校录取（具体以各省级招

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第七条 国家针对成人教育特点，制定了相应录取照顾政策，请考生向各县级招办查询相关政策。符合国家

规定的照顾录取条件的考生其增加投档的分数计入总成绩。

第八条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部分专业定向招收委培单位选送的考生。凡注明“委托培养”的专业不对社会招

生，社会考生不得填报此类专业。误报“委托培养”专业的上线考生，责任自负。

第九条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在公布招生专业时同时公布收费标准。

第十条 新生入学后，我校将对已录取报到的新生进行全面复查，对其中不符合条件或弄虚作假、违纪舞弊

者，应取消其入学资格，并报有关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备案。

第十一条 我校录取的学生学习期满,修完规定的课程,各科成绩合格达到毕业要求者,发给盖有四川大学校

印和校长签章的成人高等教育专科、本科毕业证书。毕业证书经教育部网上学历文凭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其学历,

享受大学专科或本科毕业生待遇。本科毕业学生符合授予学士学位条件的,可授予学士学位。

第十二条 我校地址为：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邮政编码：610065。校内招生办公地址：四川大学望

江校区逸夫科技楼一楼。咨询电话：028－86089099、86089199。网址：http://www.scdx.org

第十三条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由我校纪委、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负责监督。

第十四条 本章程由四川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负责解释。

http://www.scd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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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生专业一览表

﹦﹦业余类专业﹦﹦

专业名称 层 次
学

制
招生范围 学费

(元/人.年)
考试科目 报考提示 学习地点

轻化工程 高起本 5 社会招生 2400 语文、数学(理)、英语、物化 皮革工程方向

川大校内

英语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400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法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民法

会计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旅游管理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工商管理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财务管理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市场营销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行政管理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人力资源管理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金融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工程造价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艺术设计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4550 政治、英语、艺术概论 加试色彩、素描

舞蹈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4550 政治、英语、艺术概论 加试舞蹈基本功、艺术表现力

广播电视编导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4550 政治、英语、艺术概论 加试影片分析、编导创意

医学检验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460 政治、英语、医学综合 1.报考成教医学类专业的考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⑴报考临床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中西医结

合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

的相应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或取

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专相应专业学历；或者县级

及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并

具有中专学历或中专水平证书。

(2)报考护理学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

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护士证书。

(3)报考医学门类其他专业的人员应当是从事卫

生、医药行业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

2.各专业开班人数：60人以上。

3.在成教学制时间规定内，学校采取学分制学习方

式，四川大学华西青羊校区实行学分制，学习形

式有业余分段教学(行课 6周/学期)、业余集中教

学(行课 12周/学期)、业余周末教学(行课 12周/

学期)三种形式。

4.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不在四川大学授学位之列。

临床医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3000 政治、英语、医学综合

华西青羊校区

中西医临床医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3000 政治、英语、医学综合

护理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3000 政治、英语、医学综合

预防医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3000 政治、英语、医学综合

药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460 政治、英语、高数(二)

中西医结合 专科 2.5 社会招生 30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临床医学 专科 2.5 社会招生 30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药学 专科 2.5 社会招生 2460 语文、数学(理)、英语

口腔医学技术 专科 2.5 社会招生 2460 语文、数学(理)、英语

护理 专科 2.5 社会招生 30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中西医结合 专科 2.5 社会招生 30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凉山卫校助产 专科 2.5 社会招生 30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护理 专科 2.5 社会招生 30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临床医学 专科 2.5 社会招生 30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助产 专科 2.5 社会招生 30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护理 专科 2.5 社会招生 30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中西医结合 专科 2.5 社会招生 30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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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层 次
学

制
招生范围

学费

(元/人.年)
考试科目 报考提示 学习地点

行政管理 专升本 2.5 委托培养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限招四川航天职院委托单位人员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 专升本 2.5 委托培养 24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限招四川航天职院委托单位人员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
专升本 2.5 委托培养 24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限招四川航天职院委托单位人员

财务管理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龙泉阳光体育城

旅游管理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市场营销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4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建筑工程管理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4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数控技术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4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4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消防工程技术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4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工程造价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房地产经营与估价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4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4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4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4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软件技术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4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会计电算化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经济管理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人力资源管理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投资与理财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环境艺术设计 专科 2.5 委托培养 4550 语文、数学(文)、英语 加试色彩、素描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专科 2.5 委托培养 4550 语文、数学(文)、英语 加试色彩、素描

电子商务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商务英语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4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文秘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文)、英语

学前教育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法律事务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文)、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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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授类专业﹦﹦

专业名称 层 次 学制 招生范围
学费

(元/人.年)
考试科目 学习地点

法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民法

川大校内

工商管理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会计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工程造价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工程管理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水利水电工程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土木工程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建筑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34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新闻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汉语言文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行政管理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甘孜州委党校教学点

汉语言文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法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民法

行政管理 专科 2.5 社会招生 20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法律事务 专科 2.5 社会招生 20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行政管理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阆中机电职业学校教学点

会计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法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民法

汉语言文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旅游管理 专科 2.5 社会招生 20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建筑工程管理 专科 2.5 社会招生 22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会计电算化 专科 2.5 社会招生 20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专科 2.5 社会招生 22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数控技术 专科 2.5 社会招生 22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科 2.5 社会招生 22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专科 2.5 社会招生 20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学前教育 专科 2.5 社会招生 2000 语文、数学(文/理)、英语

工程造价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点（成都）

工程管理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土木工程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点（德阳）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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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层 次 学制 招生范围
学费

(元/人.年)
考试科目 学习地点

土木工程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巴中市建设人才培训中心教学点

水利工程施工技术 专科 2.5 社会招生 22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四川省水利电力机械工程学校教学点

水电站动力设备与管理 专科 2.5 社会招生 22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水利水电工程 专升本 2.5 委托培养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限招四川省水利干部学校委托人员

工程造价 专升本 2.5 委托培养 20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专升本 2.5 委托培养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给水排水工程 专升本 2.5 委托培养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给排水工程技术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水利工程施工技术 专科 2.5 委托培养 22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升本 2.5 委托培养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限招委托单位人员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专升本 2.5 委托培养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水利水电工程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广西南宁函授站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药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海南函授站

行政管理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护理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医学综合

护理 专科 2.5 社会招生 22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药学 专科 2.5 社会招生 2000 语文、数学(理)、英语

会计学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000 政治、英语、高数（二）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2.5 社会招生 2200 政治、英语、高数（一）

备注：

①我校 2014 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专业及代码以各省、自治区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为准，请考生报名时认真核对

填报；

②根据国家政策,我校 2014 年招收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其毕业证书学习形式只注明“业余”或“函授”，以上

报考提示及专业名称中注明专业方向的各专业的毕业证书不加注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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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分专业主要课程设置
(根据教学安排，若各专业课程设置变更，恕不再另行通知。)

（一）高起本

专业名称 主 要 课 程

轻化工程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物理化学,皮革化学与工艺学,皮革化工材料,皮革机械,毛皮工艺学,皮革染整化

学及工艺,皮革分析检验,皮革工厂设计,制革过程控制与品质管理等。

（二）专升本

专业名称 主 要 课 程

英语 高级英语,英语听说,英语写作,英语词汇学,英语语言学概论,英汉互译,涉外函电,口译视听,二外等。

财务管理
应用文写作,会计学基础,统计学,电子商务,财务管理,市场营销,财务会计,管理学,证券投资,管理会计,企业资产评估,金融

市场,审计学,财务报表分析等。

法学
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商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私法学,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学,

国际经济法学,行政与行政诉讼法,劳动法学等。

工程管理
运筹学,工程经济,建筑施工组织,建筑 CAD,管理会计,统计基础,建筑设备,合同管理与工程索赔,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监理,工

程质量管理,财务管理,国际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工程造价
管理运筹学,工程概论,经济合同法,管理信息系统,工程经济,工程施工技术,工程招标投标,工程造价与预算,工程建设监理,

管理经济学等。

工商管理
国际贸易,管理学原理,商业经济运行学,项目管理,质量管理,金融理论与实务,市场营销概论,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组织与人

力资源管理,企业战略,公司组织结构运行等。

汉语言文学 文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基础写作,计算机应用等。

会计学 成本会计,金融理论,商业会计,财务管理,管理学原理,税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学,西方会计,预算会计,经济法等。

建筑学 建筑美术,建筑构造(二),计算机辅助设计,建筑物理,建筑法规,建筑设计,室内设计。

金融学
金融学经济学原理(微观),管理学原理,货币金融学,财政与税收,国际金融,商业银行学,证券投资学,衍生金融工具,商业银行

会计学,银行信贷管理学,金融营销学,保险学,国际结算等。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宏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社会保障学,业绩评估与报酬管理,组织行为学,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含网络营销）,法学概论,管理心理学,经济法（含合同法）,消费行为学,市场调查与研究,销售管理,电子商务,服

务管理,市场战略,商务谈判,组织行为学,西方经济学,财务管理,物流管理学等。

水利水电工程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工程经济,钢筋混凝土及砌体结构,水工建筑学,水电站建筑物,水利土木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水文及

水利水电规划,土木工程概论,建筑材料等。

土木工程
建筑结构实验,pkpm 软件应用,工程合同与索赔,建筑结构基础力学,钢结构,高层建筑施工,建筑抗震设计,建筑经济与企业管

理,混凝土与砌体结构,工程项目管理,工程估价,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新闻学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报纸编辑,广告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广播电视新闻等。

行政管理 管理学,政治学,秘书学,行政管理学,行政法学,电子政务,中国行政制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行政监察学等。

广播电视编导
影片分析,电影电视发展史,MTV 创作,摄影摄像,二维三维影视艺术及技术,记录片创作,视听语言,影视文学创作,影视导演创

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等。

艺术设计 构成基础,广告设计,包装设计,VI 设计策划,设计表现技法,室内,外装饰设计效果图制作(根据专业方向),展示设计等。

舞蹈学
舞蹈概论,中国舞蹈史,外国舞蹈史,基本乐理,芭蕾舞基本功训练,中国民族民间舞,芭蕾舞教学法,舞蹈编导,中国古典舞身

韵,舞蹈与形体,艺术概论,表演基础训练,创造角色的基本技巧等。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英语,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护理学基础,护理管理学,急救护理学,护理学导论,护理心理学,诊

断学基础,营养学,护理伦理等。

临床医学
药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诊断学,生理学,内科学,局部解剖学,外科学,医学免疫学,妇产科学,生物化学,儿科学,分子生物学,

临床药理学,病理学,重症监护等。

药学
生物化学,药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药物化学,物理学,天然药物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制剂学,有机化学,药事管理与法规,医学

免疫学,药用植物学及生药学,物理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学,无机化学等。

中西医临床医学
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免疫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中药学,中医方剂学,中医基础理

论,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骨伤科学,针灸学,推拿学,五官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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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 科

专业名称 主 要 课 程

财务管理
应用文写作,会计学基础,统计学,电子商务,财务管理,市场营销,财务会计,管理学,证券投资,管理会计,企业资产评估,金融

市场,审计学,财务报表分析等。

电子商务
计算机应用,管理学原理,会计学原理,市场营销,合同运行,金融理论与务实,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电子商务物流管

理,Internet 及其应用,管理信息系统等。

法律事务 计算机应用,法理学,法律逻辑学,中国法制史,民法学,刑法学,宪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司法文书,经济法学等。

工商企业管理
管理学概论,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财务管理,企业经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计算机应用,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管理心理学

等。

会计电算化 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计算机应用,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库及其应用,网络与系统,财务管理,审计学,管理会计等。

经济管理 会计学,市场营销,管理学原理,电子商务,财务管理,金融理论与务实,企业管理,经济法,管理信息系统,合同运行等。

旅游管理
管理学原理,旅行社管理,旅游企业财务管理,旅游规划与资源开发,旅游经济学,旅游信息系统管理,饭店前厅与客房管理,生

态旅游,园林与古建筑等。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保障学,薪酬管理,劳动经济学,人才测评,企业管理,网络及其应用,人力资源开发与职业管理等。

商务英语 综合英语,英语听说,英语语法,英语写作,翻译,英美文学作品选读,涉外函电,商务英语,计算机应用,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等。

市场营销 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计算机应用,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库及其应用,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市场营销,管理经济学等。

文秘
管理学原理,应用写作,行政管理学,法学概论,社会学,公关礼仪,秘书基础,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中国秘书史,市场营销学,

广告传播学,档案管理学,公共关系实务等。

物流管理
会计学,统计学,市场营销,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现代物流管理学,物流企业管理,供应链管理,财务管理,电子商务与计算机网

络基础等。

行政管理 管理学,政治学,秘书学,行政管理学,行政法学,电子政务,中国行政制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行政监察学等。

计算机应用技术 C语言,汇编语言,计算机操作系统,数据机构,编译原理,计算机网络,软件工程。

工程造价
会计学原理,工程概论,经济合同法,数据库基础,工程经济,施工组织与管理,工程招标投标,工程造价与预算,建设项目管理,

管理经济学等。

建筑工程管理
建筑材料,建筑制图与识图,房屋建筑学,结构设计原理,工程经济学,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管理,建筑设备工程,建筑施工技术

与组织设计,工程估价,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等。

应用电子技术 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电路分析,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视机原理,计算机网络,高频电子线路等。

水利工程施工技术
建筑材料,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工程测量,水力学,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工程经济学,建设项目评估与管理,水利工程监理概论,

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水工建筑物,水电站建筑物,工程概预算及招投标,水利工程施工技术,施工组织与管理等。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械工程材料,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机械设计基础,Auto CAD,工程力学,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互换性原理与技术测量,液压

与气压传动,数控加工及编程,机电一体化技术与系统等。

临床医学
计算机应用,医用化学,人体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医学微生物学及免疫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药理学,诊断学,内科学,

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五官科学,传染病学,预防医学等。

药学
生物化学,药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药物化学,物理学,天然药物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制剂学,有机化学,药事管理与法规,医学

免疫学,药用植物学及生药学,物理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学,无机化学等。

护理
计算机应用基础,人体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医学微生物学,病理学,药理学,护理学基础,护理心理学,营养学,内科

护理学,儿科护理学,诊断学,妇产科护理学,急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护理伦理学等。

口腔医学技术
系统解剖学,生理学,口腔解剖生理学,口腔内科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组织学与病理学,口腔修复材料学基础,口腔工艺技

术概要,可摘局部义齿工艺学,全口义齿修复工艺技术,固定义齿修复工艺技术基础,口腔美学。

中西医结合
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免疫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中药学,中医方剂学,中医基础理

论,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骨伤科学,针灸学,推拿学,五官科学等。

助产
解剖学,病理学,药物学,儿科护理学,产科学,妇科学,护理技能技术,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遗传与优生,健康评估,计划生

育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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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外教学站（点）一览表

站点名称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广西南宁函授站 广西南宁市长岗路 99号 0771-5653902（转分机 801）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点 西藏拉萨市夺底路 34号 0891-6380409 、6385934

海南函授站 海口市学院路 3 号海南医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学院 0898-66984900

甘孜州委党校教学点 康定县子耳路 50 号 0836-2822107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点

成都市青白江区祥福镇青白江大道 899 号

028-83331553
成都市成华区双林路 222 号五冶大厦 101 楼 2 楼（新华公

园南大门对面）

巴中市建设人才培训中心教学点 巴中江北大道西段 177 号云景花园 2 号楼 8楼 0827-5551888

四川省水利电力机械工程学校教学点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 0839-8532118

阆中机电职业学校教学点 阆中市七里工业园迎宾大道阆中机电职业学校 0817-5233577 、5233555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原四川省卫生学校）教学点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都南路 173 号 028-84879035

四川省凉山卫生学校教学点 凉山州西昌市三岔口南路 106 号 0834-2175906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原自贡卫生学校）教学点 自贡市高新区汇兴路 551 号 0813-8122608

六、附件

（一）关于 2014 年全国成人高考

1、报名工作大约在 8月底 9月初开始，实行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方式，网上报名操作办法和流程请考生向

当地区县招生办公室咨询或到我院网站查询。

2、全国统考考试科目（每科 150 分）：

高起专（总分 450 分）：语文、数学（文/理）、外语；

高起本（总分 600 分）：语文、数学（理）、外语、理化（理）；

专升本（总分 450 分）：政治、外语、专业基础课(详见专业一览表)。

3、考试时间：10 月中下旬（以教育部通知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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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学位申请

根据川学位办[2006]54 号文件规定,成教本科生具备以下条件可以申请学士学位：

①成教本科毕业生只能申请一次学士学位，应在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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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在读期间未出现严重违反学术诚信的或未有触犯刑法的；

③在取得学籍至申请学位前通过省学位办组织的外国语水平考试；

④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且所学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 75 分；

⑤主干课程、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成绩合格。

（三）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必须参加“术科加试”

报考我校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在参加成人高考后,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文化考试报考证到校加试术科(绘画工

具、食宿自理)。加试时间：成人高考考试结束后的下一周六上午 9:00，须提前两天报名；咨询电话：028-85411566；

报名地点: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四川大学东区老工会第一幼儿园旁边）；加试科目:见《招生专业一览表》。凡未在

规定时间到校加试术科者,视为放弃我校艺术类专业录取资格。

七、报名地址及咨询电话

①四川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磨子桥川大逸夫科技楼一楼)

招生咨询热线：028－86089199 86089099

来校路线：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磨子桥，进入川大北大门，前行至行政楼后方逸夫

科技楼一楼。如有自驾车请从其他校门进入(北大门禁止机动车进入)。

②四川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华西青羊校区(成都市青羊区黄田坝)：028-87070372 87070373

87076531 87078736 87071378 87078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