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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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水平考试体系。 

自2013年下半年起，全国计算

机等级考试将实施2013版考试大

纲，并按新体系开考各个考试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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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简称PETS)

是经教育部批准，由教育部考试中

心主办，测试应试者英语知识和能

力的等级水平考试。本次开考级别

为一级B、一级、二级、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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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名手续：自2017年下半年

起实行网上报名。考生需登录教育

部考试中心PETS报名网站（网址：

http://pets.neea.edu.cn）进行报

名。 具体报名时间、考试时间及报

名流程时间请关注济南市教育招生

考试院网站通知。 

2.收费标准：一级B、一级、

二级笔试60元/人、口试40元/人；

三级笔试90元/人、口试50元/人。  

全国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 

全国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简

称NIT，原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

考试)，是教育部考试中心主办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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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三个阶段。 

1.证书及待遇：持有五个模块

证书者，由本人提出申请，可获得全

国计算机水平考试(NIT)证书，并可

根据有关规定，向剑桥大学考试委

员会申请相应的剑桥信息技术

(CIT)证书。 

获得各模块合格证书之一者，

可免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中小学

教师自考中所有非计算机类专业中

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获得

“管理系统中信息技术的应用”模

块合格证书者，可免考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中“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

用”课程。 

2.本次开考模块： A010-计算

机初级应用基础（WindowsXP），A012

-计算机应用基础（WindowsXP），

A016-信息化办公，A021-管理系统

中信息技术的应用（Visual FoxPro 

6.0），A043-文字处理（Word2003），

A052-电子表格（Excel2003） ，A062

-演示文稿制作（Powerpoint2003） 

，A082-因特网（WindowsXP），B013

-图像处理(Photoshop CS3)，B023-

网页制作（Dreamweaver MX），B051

-多媒体制作（Authorware 6.0），

B061-动画设计（Flash MX），B075

-计算机绘图（AutoCAD 2007），C024

-程序设计（Visual Basic 6.0），

A074-数据库（Visual FoxPro）。    

3.由于ATA平台考生信息上报

后无法修改，因此考生报考时应认

真核对报名信息，并签字确认，以确

保报名数据的准确无误。 

4.收费标准：报名考试费90

元/人。 

考试项目 报名办法 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现场报名、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时间及地点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 网上报名 
请关注市考试院

网站公告通知 
年3月下旬 请关注市考试院网站公告通知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 网上报名  
请关注市考试院

网站公告通知  
年3月中旬 请关注市考试院网站公告通知 

全国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

(NIT) 
现场报名 

请关注市考试院

网站公告通知 
 年上半年 请关注市考试院网站公告通知 

 

ZIKAOXUANCHUAN 

若有误，必须本人持有效身份

证件到市招考院办理更正手

续后方可继续申报。申报成功

后，个人信息一律不得修改。 

5.申报成功后立即打印

《毕业生网上申报信息核对确

认单》、下载个人照片。 

毕业材料领取 

   网上申报结束后,考生本

人凭准考证和《毕业生网上

申报信息核对确认单》于11

月27-28日到（下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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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教育招生考试院 

（WWW.JNZK.NET） 

网站自助完成报名手续。 

(1)报名时，请首先输入

“准考证号”和“居民身份证

号”，经系统校验后进入报名

系统。 

(2)报名过程中，请认真

核对专业代码和课程代码，以

免选择错误给您带来不必要

的麻烦。 

(3)网上报名成功后，请

自行打印《报名成功确认单》

该确认单作为报考成功的唯

一凭证。 

3.网上报名必须一次完

成，不能补报，更不能重复报

名；新考生必须按照规定时

间现场确认后方可参加考试。 

考试通知单 

新、老考生凭本人准考证

号、身份证号在考前十天内

(注意网站通知)登录济南市

招考院网站自行打印《考试通

知单》。同时新生到照相确认

的区县招考办领取“山东省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准考证”。 

报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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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

专、本科两个学历层次。课程

分为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

础课、必修课和选修课。 

自考报名无“门槛”。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性

别、年龄、民族、种族和已受

教育程度的限制，均可依照有

关规定参加考试。 

报名及考试时间 

2018年4月高教自考新生

报名时间为12月1-24日，新生

照相、确认时间为12月28-29

日，老生报名时间为12月18

日—2018年2月20日，考试时

间为2018年4月14-15日。 

报名手续及办法    

1.新考生(第一次参加自

学考试的考生)登录济南市招

考院网站自助完成报考手

续。 

(1)新生注册。考生登录

济南市招考院网站，提交本

人基本信息，内容包括选择

区县考办、姓名、性别、身

份证号码、报考专业、联系

电话等内容。 

(2)选择报考课程。注册

完成后，考生进行课程的报

考，注意核对报考课程是否

正确。 

(3)网上缴费。报考课程

核对无误后，使用具有网上

支付功能的银行卡进行网上

缴费，并自行打印《新生网

上报名现场确认单》。 

(4)现场确认。考生按

“确认单”指定的时间和地

点持有效身份证件、《网上

报名现场确认单》到区县自

考办办理照相确认手续。

（逾期不再接受考生确认，

新生报名数据无效） 

2.老考生(已有准考证号

码的考生)登录济南市招考院

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任

何一家银行卡，开通所持银行

卡的网上支付功能，存够一定

的金额，方可进行网上申报。 

2.认真阅读济南市招考

院网站发布的《办理毕业手续

须知》，《网上申报流程》及

有关注意事项。 

3.申报时，请首先输入

“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准

考证号”和“居民身份证号”，

经系统校验后进入申报环节。 

4.考生认真核对个人信

息(特别是姓名和身份证号)。

申报条件 

参加高教自考(含教育类

专业考试)和实践课程考核的

考生，具备下列条件，方可申

请毕业。 

1.截至2017年10月，按考

试计划考完本专业开考计划

所规定的全部课程(含毕业考

核、实习、实验课、技能考核)，

且考试(考核)成绩合格。 

2.截止2017年9月，已办

理外省转档，并已查询到收档

号或确认归档的；省内转档

已办理完成；用于免考课程

的社会证书已领取或已查询

到合格成绩的。 

3.注册时间为2012-2015

年的实践课程考核注册考生。 

4.申请本科毕业者，必须

具有国家承认的国民教育系

列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且开

具学历认证报告书。 

申报时间及方法 

拟申请毕业的考生，请于

11月17日至27日登录济南市

招考院网站，进入“服务大

厅”自行办理申报手续。 

1.申报前须办理招商银

特别提示： 

 年下半年自考毕

业生网上申报本月17日

开始。 

 2018年4月高教自考

报名安排详见第2版。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收

费标准：报名考务费为

45元/科次；自考毕业

审定费50元/人。 

2018年4月高教自

考报名须知 1版 

下半年自考网上毕

业申报17日开始 1版 

2018年4月高教自

考报名安排表 2版 

2018年上半年自考

毕业及实践环节考

核十二月网报 2版 

2018年4月高教自

考教材调整 3版 

2018年上半年证书

考试报名指南 4版 

下半年自学考试网上毕业申报本月17日开始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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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网上申报信息核对确

认单》上规定的日期到济南市

教育招生考试院（地址：经二

路195号）五楼会议室办理交

验手续，逾期不予办理（注：

毕业生登记表一式两份，必须

本人填写，在规定时间、由本

人现场审验，不得代办）。 

县区自考办 地址、联系电话及乘车路线 备注 

历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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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到。 

 
 
  

接
受
本
区
县
的
新
生
照
相
确
认 

市中区 
经六纬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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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东往北。 

槐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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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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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往北60米路西 

历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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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清区 长清区乐天中学北门（恒大绿洲南门对面），电话：87222260,13156136986。 

章丘区 章丘区明水汇泉路1298号，电话：83212772。 

平阴县 平阴县教育体育局，电话：83101618。 

济阳县 济阳县教育体育局一楼106室，电话：84235009。 

商河县 商河县教育局，电话：84874045。 

  

系统报名单位 地址、联系电话及乘车路线 接受报名的专业 

齐鲁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济南市西部新城大学科技园区齐鲁工业大学长清校区(第
三教学楼B座101室，电话：89631368) 

服装艺术设计、室内设计、视觉传达设
计、设计艺术、电脑艺术设计。 

济南市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济南校区)，科研实验楼C区10层
（市中区二环南路5460号），电话：86305135。 

护理学、药学、中药学、社区护理学、营
养、食品、健康。 

（上接第1页）指定区县招考

办领取“毕业生档案袋”、

“毕业生登记表”(两份)、 

“办理毕业手续须知”等材料

并按要求认真填写。    

毕业材料交验 

时间为2017年12月3－4

日。高教自考的考生应根据

市招考院初审和省考试院终

审，获得专、本科毕业证书

的，预计在2018年4月上旬我

院将“毕业证书”等毕业材

料通过济南市邮政速递局的

特快专递进行邮寄。其他未

办理邮寄的实践课程考核考

生请与所在院校联系。 

1.报考2018年上半年技

能考核及毕业考核(含本科论

文答辩、专科毕业实习、毕

业设计等)的考生，请于12月

18至24日登录山东省教育招

实践课程考核考生申报成

功后，请于11月28-29日与注册

院校联系毕业材料的领取和填

写，并由学校统一办理审验手

续，错过申报一律不再补办。 

毕业证书领取 

全部高教自考及申请邮寄

的实践课程考核毕业生，通过

2018年上半年高教自考毕业及实践环节考核网上报名 
生考试院网站自助办理报名

手续，即时打印考试通知

单、毕业论文封面(一式三

份)。 

2.报名成功后，请考生

按“考试通知单”上的考试

时间、考核地点和联系电话,

凭身份证、准考证和考试通

知单按时参加主考院校组织

的辅导和考核。 

山东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网址 
www.sdzk.gov.cn 

考试项目 报名办法 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报名地点 考试通知单打印领取 

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新生网上报名 12月1-24日 

4月14-15日 

济南市招考院网站 

4月上旬 新生现场照相 12月28-29日 各区县招考办 

老生网上报名 
12月18日-2018年2月
20日 

济南市招考院网站 

2018年上半年毕业及实践环
节考核 

网上报名 12月18-24日 见《报考简章》 
省考试院网站 
www.sdzk.gov.cn 

报名成功后，即时打
印 

2018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部分教材及课程安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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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调

整2018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及课

程安排的通知》(鲁招考[2017]94号)精

神，2018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有8门课

程启用新教材(详见下表)。另外，00390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00393学前儿童语言

教育、03617采购与供应链案例、07031物

流管理概论考试时间由10月份改为4月

份，请相关考生做好应考准备。 

2017年10月高教自考、毕业论文成绩公布 
1.2017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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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7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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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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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教育部要求，对申请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的考生进行前

置学历的审核。审核的规则：依据姓名+身份证号(兼容升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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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申请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的考生，除审验毕业证书原件

外，还须提交《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见右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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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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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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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提交虚假材料导致无法注册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国(境)外学历认证书》申

请时间约为20个工作日，请考生妥善安排时间。 

学信网客服电话：010-61139123。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电话：010-62677800。 

关于使用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成绩免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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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教材 出版社 作者 版本 

1 02323 操作系统概论 操作系统概论 机械工业出版社 张琼声 2017 

2 02326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机械工业出版社 陈向群 2017 

3 02382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 机械工业出版社 杨一平 2017 

4 03004 社区护理学(一) 社区护理学（一）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李春玉 2017 

5 03007 急救护理学 急救护理学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张海燕 2017 

6 00194 旅游法规 旅游法规理论与实务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王  莉 2017 

7 06060 个性心理学 个性心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叶奕乾 2016 

8 11289 电子商务数据库技术 电子商务数据库技术 北京大学出版社 潘  郁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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