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2021年上半年毕业及实践考核专业科目表
院校
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历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考核时间 考核地点 联系电话

01 山东大学 030101 法学（法律） 本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3月20、21日(缴费后务必登录山东大学法学

院网站-教学实习-继续教育栏目查看相关通知)  

   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逸夫法学楼。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
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缴费后请登
录山东大学法学院网站，具体答辩要求及相关文件请在网站下载：点击-教学实习-继续教育 栏
目查看。
网址：http://www.law.sdu.edu.cn/jx1/jxjy.htm
相关通知会陆续发布，请随时关注网站信息。

0531-88375620

01 山东大学 050201 英语 本

00602 口译与听力 2021年3月21日上午14:30
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7号楼外国语学院。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
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缴费后请登录山东大学外国语学

院网站www.flc.sdu.edu.cn点击页面下方“继续教育”，查看相关通知。

0531-88377500  
88375658 QQ群：

1015860335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3月28日上午8:30   
0531-88377500  

88375658  QQ群：
693266911

01 山东大学 050301 新闻学 本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3月27日上午8:30-12:00 

  考核地点：山东大学中心校生物楼南楼一楼          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
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
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新闻传播学院网址：http://www.jc.sdu.edu.cn     点击：院网-社会服务-自考考核工作安
排表             

0531-88361185

01 山东大学 080204 机械电子工程 本

00421 物理（工）

    2021年3月19日下午2:00～6:00报到，20日～21
日本科实验与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和毕业论文答辩
地点：济南市经十路17923号山东大学千佛山校区西

配楼211会议室    

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
（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
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1. 考生必须事先网上缴费；2. 本科毕业论文必须选择机
电设备的设计或改造题目，综述性的论文题目一律按不及格处理；3. 考生必须完成A0图纸2张
（机械部分装配图和电气控制图各1张），设计计算说明书（论文一式两份）不少于8000字；4. 
论文必须上网查重，重复率≤25%。注：考生报名、缴费成功后请尽快联系，以便确定论文题目

和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0531-
88392873 13705316211 

QQ：829296191 

02201 现代设计方法

02203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02239 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

02242 工业用微型计算机

02244 计算机软件基础（一）

02247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06999 毕业论文

01 山东大学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

算机信息管理） 
本

03174 软件开发工具  2021年3月20日13:30-17:00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B座812室   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

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0531-88361769  QQ群：
808958780

04736 数据库系统原理   2021年3月20日13:30-17:00 

04738 C＋＋程序设计  2021年3月20日13:30-17:00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3月21日8:00-15:00 

务于2021年1月19-23日咨
询论文开题事宜0531-

88361769 
QQ群:808958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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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山东大学 080903 网络工程 本

02332 数据结构

2021年3月20日13:30-17:00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B座812室   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

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0531-88361769  
QQ群:808958780

03143 互联网及其应用

04736 数据库系统原理

04748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3月21日8:00-15:00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B座812室   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
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务于2021年1月19-23日咨
询论文开题事宜0531-

88361769  
QQ群:80895878

01 山东大学 120103 工程管理（项目管理） 本

04155 项目采购管理

2021年3月5日
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

（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
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具体安排请于2021年1月中下旬登陆

网址：http://www.sduzszx.com/zk/查看。

0531-88364916      
88364595

05067 项目管理案例分析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3月20日

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
（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
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具体安排请于2021年1月中下旬登陆
网址：http://www.sduzszx.com/zk/查看。

0531-88364916      
88364595

01 山东大学 120201
工商管理（工商企业管

理） 
本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3月20日

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
（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
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具体安排请于2021年1月中下旬登陆
网址：http://www.sduzszx.com/zk/查看。

0531-88364916     
88364595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1 山东大学 120202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 本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3月20日

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
（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
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具体安排请于2021年1月中下旬登陆
网址：http://www.sduzszx.com/zk/查看。

0531-88364916      
88364595

01 山东大学 120402 行政管理 本 06999 毕业论文
论文辅导：2021年3月6日9:00                       

论文答辩：2021年3月20日9:00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花园路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112办公室。 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
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
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参
加辅导答辩的同学请缴费后加群：759787928

0531-88377327

01 山东大学 130310 动画 本

04504 动画运动规律
2021年3月20日 8:30-12:00

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
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

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0531-88375519  QQ群：
1030666782

04506 角色设计
2021年3月21日 14:00-17:30

04507 动画场景设计
2021年3月20日 14:00-17:30

04508 动画设计稿
2021年3月21日 8:30-12:00

07999 毕业设计
2021年3月22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00-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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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山东大学 401101 社区护理学 本

06998 毕业实习

2021年3月26日
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护理学院619                          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
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

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0531-88380505

06999 毕业论文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1 山东大学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

02184 机械制图（一）

    2021年3月19日下午2:00～6:00报到，20日～21
日专科实验与综合作业答辩

地点：济南市经十路17923号山东大学千佛山校区西
配楼211会议室    

   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
（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

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1. 考生必须事先网上缴费；2. 专科综合作业必须选择机
电设备的设计或改造题目，综述性的论文题目一律按不及格处理；3. 考生必须完成A1图纸2张
（机械部分装配图和电气控制图各1张），设计计算说明书不少于5000字。注：考生报名、缴费

成功后请尽快联系，以便确定论文题目和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0531-
88392873 13705316211 

QQ：829296191 

02196 数控技术及应用

02206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02231 机械制造

02233 电工技术基础

02235 电子技术基础（一）

09946 综合作业

01 山东大学 590106 食品营养与卫生 专

05736 医学基础总论

   2021年3月19日上午9:00-12:30 
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综合楼308                   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

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0531-88382091

05738 基础化学

05740 生物化学（四）

05742 微生物与食品微生物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1 山东大学 6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

00343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2021年3月13日上午8：00至11：30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D区304。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
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

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注：基于抗疫，如考试方式、日期或地点改变，将在qq群号：1047337674中通知，考生请及时
加入QQ群以便获取考试通知。

0531-88364658   qq群
号：1047337674

02121 数据库及其应用

02317 计算机应用技术

04731 电子技术基础（三）

04733 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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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山东大学 610203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

00343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2021年3月13日上午8：00至11：30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D区304。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
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

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注：基于抗疫，如考试方式、日期或地点改变，将在qq群号：1047337674中通知，考生请及时
加入QQ群以便获取考试通知。

电话：0531-88364658   
qq群号：1047337674

02121 数据库及其应用

02317 计算机应用技术

02383 管理信息系统

04755 计算机网络技术

09946 综合作业 提交截至日期：2021年3月15日    

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
（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
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综合作业实践考核要求考生完成一个小型管理信息系统
的开发实现，将软件开发周期各个阶段的文档整理为一篇论文，将实现的软件代码刻光盘，论
文与光盘3月15一起邮递至：山东济南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D座304室杨老师
收，电话：88364658

电话：0531-88364658   
qq群号：1047337674

01 山东大学 620201 护理 专

02900 生理学

2021年3月26日
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护理学院619                          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
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

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0531-88380505

02902 病理学

02904 药理学（一）

03180 生物化学（三）

06854 临床实习考核

01 山东大学 620301 药学 专

02069 人体解剖生理学

  2021年3月19日

 

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综合楼211室                    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

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0531-88382731

02176 分析化学（一）

03025 生物化学及生物化学技术

03028 植物化学

03030 药剂学

03032 药物分析

06998 生产实习

01 山东大学 630701 市场营销（销售管理） 专

00909 网络营销与策划

2021年3月5日
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

（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
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具体安排请于2021年1月中下旬登陆

网址：http://www.sduzszx.com/zk/查看。

0531-88364916      
88364595

10513 销售案例研究（实践）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1 山东大学 630701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 专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1 山东大学 640105 酒店管理 专

06998 毕业实习
 2021年3月5日

 

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
（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
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具体安排请于2021年1月中下旬登陆网址
http://www.sduzszx.com/zk/查看。

0531-88364916      
88364595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1 山东大学 960101 新闻学 专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院校
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历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考核时间 考核地点 联系电话

01 山东大学 970202 英语 专

00593 听力 2021年3月21日上午8:30

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7号楼外国语学院。            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
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缴费后请登录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网站www.flc.sdu.edu.cn点击页面下方“继续教育”，查看
相关通知。

0531-88377500 88375658  
QQ群：1031293568 

00594 口语 2021年3月21日上午9:30

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7号楼外国语学院。            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
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缴费后请登录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网站www.flc.sdu.edu.cn点击页面下方“继续教育”，查看
相关通知。

0531-88377500  
88375658   QQ群：

1034607546

02 山东师范大学 030302 社会工作 本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1月15日-3月1日网上缴费；3月8-4月5日期
间进行辅导、答辩。具体安排请2月之前查看历史文

化学院网站。  

1.缴费系统网址:
http://sszk.sdcen.cn/sdsf/login_byssj
2.考核具体安排见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网址:http://www.history.sdnu.edu.cn/
注意：缴费后方可参加辅导、答辩，并于辅导前写好论文初稿。

0531-89610708,0531-
89610695

02 山东师范大学 040106 学前教育 本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1月15日-3月1日网上缴费；3月8-4月5日期间
进行辅导、答辩。具体安排请2月之前查看教育学部

网站。 

1.缴费系统网址:
http://sszk.sdcen.cn/sdsf/login_byssj
2.考核具体安排见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网址:http://www.jyxb.sdnu.edu.cn/
注意：缴费后方可参加辅导、答辩，并于辅导前写好论文初稿。

0531—86180183 

12657 幼儿教师教研指导
 2021年1月15日-3月1日网上缴费、提交评价报告。
具体安排请提前查看继续教育学院网站或微信公众号

通知。 

 1.考核通知见山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www.ssjxjy.sdcen.cn/
2.缴费系统网址:
http://sszk.sdcen.cn/sdsf/login_byssj

 0531-86180270

02 山东师范大学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本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1月15日-3月1日网上缴费；3月8-4月5日期间
进行辅导、答辩。具体安排请2月之前查看文学院网

站。 

1.缴费系统网址:
http://sszk.sdcen.cn/sdsf/login_byssj
2.考核具体安排见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网址:http://www.wxy.sdnu.edu.cn/
注意：缴费后方可参加辅导、答辩，并于辅导前写好论文初稿。

0531—86180394  
0531—86180637

02 山东师范大学 050107 秘书学 本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1月15日-3月1日网上缴费；3月8-4月5日期间
进行辅导、答辩。具体安排请2月之前查看文学院网

站。 

1.缴费系统网址:
http://sszk.sdcen.cn/sdsf/login_byssj
2.考核具体安排见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网址:http://www.wxy.sdnu.edu.cn/
注意：缴费后方可参加辅导、答辩，并于辅导前写好论文初稿。

0531—86180394  
0531—86180637

02 山东师范大学 120210 文化产业管理 本

04126 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

   2021年1月15日-3月1日网上缴费；3月8-4月5日期
间进行考核。具体安排请2月之前查看文学院网站。   

1.缴费系统网址:
http://sszk.sdcen.cn/sdsf/login_byssj
2.考核具体安排见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网址:http://www.wxy.sdnu.edu.cn/

0531—86180394  
0531—86180637

04128 文化市场与营销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1月15日-3月1日网上缴费；3月8-4月5日期
间进行辅导、答辩。具体安排请2月之前查看文学院

网站。   

1.缴费系统网址:
http://sszk.sdcen.cn/sdsf/login_byssj
2.考核具体安排见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网址:http://www.wxy.sdnu.edu.cn/
注意：缴费后方可参加辅导、答辩，并于辅导前写好论文初稿。

02 山东师范大学 120901 旅游管理 本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1月15日-3月1日网上缴费；3月5-4月5日期
间进行辅导、答辩。具体安排请2月之前查看商学院
网站。加QQ群：702789434，入群请备注准考证号+姓

名。   

1.缴费系统网址:
http://sszk.sdcen.cn/sdsf/login_byssj
2.考核具体安排见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网址：
http://www.ibs.sdnu.edu.cn/
注意：缴费后方可参加辅导、答辩，并于辅导前写好论文初稿。

 0531—86182770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2 山东师范大学 340102 心理健康教育 本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1月15日-3月1日网上缴费；3月8-4月5日期
间进行辅导、答辩。具体安排请2月之前查看心理学

院网站。   

1.缴费系统网址:
http://sszk.sdcen.cn/sdsf/login_byssj
2.考核具体安排见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网址：http://www.psy.sdnu.edu.cn/
注意：缴费后方可参加辅导、答辩，并于辅导前写好论文初稿。

0531—86181166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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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山东师范大学 670102 学前教育 专

12349 幼儿教师实习指导
  2021年1月15-3月1日网上缴费、提交评价报告。具
体安排请提前查看继续教育学院网站或微信公众号通

知。   

1.考核通知见山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www.ssjxjy.sdcen.cn/
2.缴费系统网址:
http://sszk.sdcen.cn/sdsf/login_byssj

0531-86180270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2 山东师范大学 670102
学前教育（齐鲁师范助

学专业）
专 09510

教育实习（只针对齐鲁师范学
院助学专业自考生）

  2021年1月15-3月1日网上缴费、提交评价报告。具
体安排请提前查看继续教育学院网站或微信公众号通

知。  

1.考核通知见山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www.ssjxjy.sdcen.cn/
2.缴费系统网址:
http://sszk.sdcen.cn/sdsf/login_byssj

0531-86180270

02 山东师范大学 670103 小学教育 专

00414 现代教育技术

  2021年1月15-3月1日网上缴费；3月16日下午3：00
进行考核。详见继续教育学院网址或微信公众号通知

。
入QQ群：613655195  

1.考核通知见山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www.ssjxjy.sdcen.cn/
2.缴费系统网址:
http://sszk.sdcen.cn/sdsf/login_byssj

0531—86180270

06998 毕业实习
  2021年1月15-3月1日网上缴费、提交评价报告。具
体安排请提前查看继续教育学院网站或微信公众号通

知。  

02 山东师范大学 670301 文秘 专 00347 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

 2021年1月15-3月1日网上缴费；3月16日下午3：00
进行考核。详见继续教育学院网址或微信公众号通知

。
入QQ群：613655195 

1.考核通知见山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www.ssjxjy.sdcen.cn/
2.缴费系统网址:
http://sszk.sdcen.cn/sdsf/login_byssj

0531—86180270

02 山东师范大学 690206 行政管理 专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3 山东财经大学 020202 税收学 本

06999 毕业论文
论文辅导、答辩及缴费全部在网上进行，缴费时间为
12月29日至31日，答辩在21年4月11日前完成。缴费

网址：http://sce.sdufe.edu.cn/。                   

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继续教育学院网页，通过扫码进行缴费（必须先在省
考试院网站报名）。缴费完成10天后，在网站上公布指导教师负责的考生名单，请考生及时与
指导教师联系，如考生不主动联系指导教师耽误论文辅导答辩由考生自己负责。论文辅导和答
辩要求在继续教育学院网页自考栏目公布或根据指导教师意见撰写。论文答辩在21年4月11日前
完成，具体时间由辅导教师通知，请考生及时关注网站。

0531-88583115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3 山东财经大学 020301 金融学 本

06999 毕业论文

   论文辅导、答辩及缴费全部在网上进行，缴费时
间为12月29日至31日，答辩在21年4月11日前完成。
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继续教育学

院网页。      

 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继续教育学院网页，通过扫码进行缴费（必须先在省
考试院网站报名）。缴费完成10天后，在网站上公布指导教师负责的考生名单，请考生及时与
指导教师联系，如考生不主动联系指导教师耽误论文辅导答辩由考生自己负责。论文辅导和答
辩要求在继续教育学院网页自考栏目公布或根据指导教师意见撰写。论文答辩在21年4月11日前
完成，具体时间由辅导教师通知，请考生及时关注网站。  

0531-88583115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3 山东财经大学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

06999 毕业论文

  辅导时间： 论文辅导、答辩及缴费全部在网上进
行，缴费时间为12月29日至31日，答辩在21年4月11
日前完成。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

继续教育学院网页。  

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继续教育学院网页，通过扫码进行缴费（必须先在省
考试院网站报名）。缴费完成10天后，在网站上公布指导教师负责的考生名单，请考生及时与
指导教师联系，如考生不主动联系指导教师耽误论文辅导答辩由考生自己负责。论文辅导和答
辩要求在继续教育学院网页自考栏目公布或根据指导教师意见撰写。论文答辩在21年4月11日前
完成，具体时间由辅导教师通知，请考生及时关注网站。

0531-88583115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3 山东财经大学 050262 商务英语 本

00602 口译与听力
    缴费时间为12月29日至31日。考核日期21年4月

11日，具体时间由考试老师通知。缴费网址：
http://sce.sdufe.edu.cn/。            

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继续教育学院网页，通过扫码进行缴费（必须先在省
考试院网站报名）。考核地址：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济南市二环东路7366号），具体教室
由考试教师通知。

0531-88583115

06999 毕业论文

论文辅导、答辩及缴费全部在网上进行，缴费时间为
12月29日至31日，答辩在21年4月11日前完成。缴费
网址：http://sce.sdufe.edu.cn/；继续教育学院网

页。            

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继续教育学院网页，通过扫码进行缴费（必须先在省
考试院网站报名）。缴费完成10天后，在网站上公布指导教师负责的考生名单，请考生及时与
指导教师联系，如考生不主动联系指导教师耽误论文辅导答辩由考生自己负责。论文辅导和答
辩要求在继续教育学院网页自考栏目公布或根据指导教师意见撰写。论文答辩在21年4月11日前
完成，具体时间由辅导教师通知，请考生及时关注网站。

0531-8858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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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山东财经大学 120201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本

06999 毕业论文

   辅导时间：论文辅导、答辩及缴费全部在网上进
行，缴费时间为12月29日至31日，答辩在21年4月11
日前完成。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

继续教育学院网页。   

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继续教育学院网页，通过扫码进行缴费（必须先在省
考试院网站报名）。缴费完成10天后，在网站上公布指导教师负责的考生名单，请考生及时与
指导教师联系，如考生不主动联系指导教师耽误论文辅导答辩由考生自己负责。论文辅导和答
辩要求在继续教育学院网页自考栏目公布或根据指导教师意见撰写。论文答辩在21年4月11日前
完成，具体时间由辅导教师通知，请考生及时关注网站。

0531-88583115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3 山东财经大学 120203 会计学 本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缴费时间为12月29日至31日，考核时间21年2月

27日：8:30-11:30报名，13:30开始考试。缴费网
址：http://sce.sdufe.edu.cn/。                 

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继续教育学院网页，通过扫码进行缴费（必须先在省
考试院网站报名）。考核地点：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第三教学楼3层（济南市二环东路
7366号）。考核内容：VFP6.0软件中数据库、数据表的创建、追加、更新、删除记录和各种管
理；创建索引、查找记录、浏览方式；熟悉SQL语句并实现数据表的查询；基本的Visual 
FoxPro编程和表单等上机操作。

0531-88583115

06999 毕业论文
 论文辅导、答辩及缴费全部在网上进行，缴费时间
为12月29日至31日，答辩在21年4月11日前完成。缴

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               

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继续教育学院网页，通过扫码进行缴费（必须先在省
考试院网站报名）。缴费完成10天后，在网站上公布指导教师负责的考生名单，请考生及时与
指导教师联系，如考生不主动联系指导教师耽误论文辅导答辩由考生自己负责。论文辅导和答
辩要求在继续教育学院网页自考栏目公布或根据指导教师意见撰写。论文答辩在21年4月11日前
完成，具体时间由辅导教师通知，请考生及时关注网站。

0531-88583115

03 山东财经大学 120209 物业管理 本

06999 毕业论文

辅导时间：论文辅导、答辩及缴费全部在网上进行，
缴费时间为12月29日至31日，答辩在21年4月11日前
完成。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继续

教育学院网页。       

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继续教育学院网页，通过扫码进行缴费（必须先在省
考试院网站报名）。缴费完成10天后，在网站上公布指导教师负责的考生名单，请考生及时与
指导教师联系，如考生不主动联系指导教师耽误论文辅导答辩由考生自己负责。论文辅导和答
辩要求在继续教育学院网页自考栏目公布或根据指导教师意见撰写。论文答辩在21年4月11日前
完成，具体时间由辅导教师通知，请考生及时关注网站。

0531-88583115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3 山东财经大学 120603 采购管理 本 06999 毕业论文

   辅导时间：论文辅导、答辩及缴费全部在网上进
行，缴费时间为12月29日至31日，答辩在21年4月11
日前完成。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

继续教育学院网页。   

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继续教育学院网页，通过扫码进行缴费（必须先在省
考试院网站报名）。缴费完成10天后，在网站上公布指导教师负责的考生名单，请考生及时与
指导教师联系，如考生不主动联系指导教师耽误论文辅导答辩由考生自己负责。论文辅导和答
辩要求在继续教育学院网页自考栏目公布或根据指导教师意见撰写。论文答辩在21年4月11日前
完成，具体时间由辅导教师通知，请考生及时关注网站。

0531-88583115

03 山东财经大学 120903 会展经济与管理 本

06999 毕业论文

      论文辅导、答辩及缴费全部在网上进行，缴费
时间为12月29日至31日，答辩在21年4月11日前完成
。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继续教育

学院网页。     

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继续教育学院网页，通过扫码进行缴费（必须先在省
考试院网站报名）。缴费完成10天后，在网站上公布指导教师负责的考生名单，请考生及时与
指导教师联系，如考生不主动联系指导教师耽误论文辅导答辩由考生自己负责。论文辅导和答
辩要求在继续教育学院网页自考栏目公布或根据指导教师意见撰写。论文答辩在21年4月11日前
完成，具体时间由辅导教师通知，请考生及时关注网站。

0531-88583115

08726 会展客户关系管理

会展技能考核具体要求在会展管理平台公布             会展技能考核具体要求在会展管理平台公布 0531-82916380

08889 会议酒店管理

03 山东财经大学 630302 会计 专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缴费时间为12月29日至31日。考核时间21年2月

27日：8:30-11:30报到，13:30开始考试。缴费网
址：http://sce.sdufe.edu.cn/。                 

缴费网址：http://sce.sdufe.edu.cn/；继续教育学院网页，通过扫码进行缴费（必须先在省
考试院网站报名），考试地点：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第三教学楼3层（济南市二环东路7366
号）。 考核内容：Windows、Word、Excel、PowerPoint、Access、Internet等上机基本操作。

0531-88583115

03 山东财经大学 630201 金融管理 专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3 山东财经大学 630601
工商企业管理（工商企

业管理）
专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3 山东财经大学 630601
工商企业管理（企业管

理）
专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院校
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历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考核时间 考核地点 联系电话

04
山东中医药大

学
620302 中药学 专

03039 中药化学

 2月27日报到，2月28日考核。    山东中医药大学经十路校区教学楼508室 0531-89628540

03041 中药鉴定学

03043 中药炮制学

03045 中药药剂学

06998 毕业实习

05 齐鲁工业大学 050303 广告学 本

06999 毕业论文
 毕业考核选题、答辩通知请于2021年1月8日-10日登

陆齐鲁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
http://cjc.qlu.edu.cn查看通知。4月17日8:30答辩    

齐鲁工业大学长清校区
0531-89631368、

18354156959

09557 综合作业

05 齐鲁工业大学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本

01198 CI设计 2021年2月27日上午8:20-12:00                          

齐鲁工业大学长清校区公教楼；请务必在2021年1月6日-12日完成考试缴费，缴费通知请于2021
年1月初登录齐鲁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cjc.qlu.edu.cn查看。缴费结束后务必在
缴费系统里下载并打印考试通知单（考试时查验）

0531-89631368、在省考
试院网站报名时必打印《
准考证》，考试当天需要

查验

01858 图案 2021年2月27日下午13:50-17:30                 

01859 标志设计（二） 2021年2月28日上午8:20-12:00       

05053 包装装潢设计 2021年2月26日下午13:50-17:30               

07077 广告设计 2021年2月26日上午8:20-12:00      

07999 毕业设计

  毕业考核选题、答辩通知请于2021年1月8日-10日
登陆齐鲁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

http://cjc.qlu.edu.cn查看通知。4月17日、18日
8:30答辩               

    齐鲁工业大学长清校区

05 齐鲁工业大学 130503 环境设计 本

01858 图案 2021年2月27日下午13:50-17:30     

齐鲁工业大学长清校区公教楼；请务必在2021年1月6日-12日完成考试缴费，缴费通知请于2021
年1月初登录齐鲁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cjc.qlu.edu.cn查看。缴费结束后务必在
缴费系统里下载并打印考试通知单（考试时查验）

0531-89631368、在省考
试院网站报名时必打印《
准考证》，考试当天需要

查验

01859 标志设计（二） 2021年2月28日上午8:20-12:00         

01860 人体工学 2021年2月27日上午8:20-12:00         

01861 室内设计（二） 2021年2月26日上午8:20-12:00         

01862 家具设计（一） 2021年2月26日下午13:50-17:30     

07999 毕业设计

  毕业考核选题、答辩通知请于2021年1月8日-10日
登陆齐鲁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

http://cjc.qlu.edu.cn查看通知。4月17日、18日
8:30答辩    

     齐鲁工业大学长清校区



院校
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历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考核时间 考核地点 联系电话

05 齐鲁工业大学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本

01858 图案 2021年2月27日下午13:50-17:30        

齐鲁工业大学长清校区公教楼；请务必在2021年1月6日-12日完成考试缴费，缴费通知请于2021
年1月初登录齐鲁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cjc.qlu.edu.cn查看。缴费结束后务必在
缴费系统里下载并打印考试通知单（考试时查验）

0531-89631368、在省考
试院网站报名时必打印《
准考证》，考试当天需要

查验

01859 标志设计（二） 2021年2月28日上午8:20-12:00              

01863 FlashMX 2021年2月26日上午8:20-12:00                          

01932 CoreIDRAW 2021年2月26日下午13:50-17:30                      

05413 AUTOCAD设计 2021年2月27日上午8:20-12:00                

07999 毕业设计

  毕业考核选题、答辩通知请于2021年1月8日-10日
登陆齐鲁工大继续教育学院网站

ttp://cjc.qlu.edu.cn查看通知。4月17日、18日
8:30答辩 

齐鲁工业大学长清校区

05 齐鲁工业大学 650102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专

00599 素描（三） 2021年2月28日上午8:20-12:00                      

齐鲁工业大学长清校区公教楼；请务必在2021年1月6日-12日完成考试缴费，缴费通知请于2021
年1月初登录齐鲁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cjc.qlu.edu.cn查看。缴费结束后务必在
缴费系统里下载并打印考试通知单（考试时查验）

0531-89631368、在省考
试院网站报名时必打印《
准考证》，考试当天需要

查验

00674 色彩 2021年2月26日上午8:20-12:00      

00713 字体设计 2021年2月26日下午13:50-17:30                  

00714 插画技法 2021年2月27日下午13:50-17:30      
齐鲁工业大学长清校区公教楼；请务必在2021年1月6日-12日完成考试缴费，缴费通知请于2021
年1月初登录齐鲁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cjc.qlu.edu.cn查看。缴费结束后务必在
缴费系统里下载并打印考试通知单（考试时查验）

00719 机构形象设计（VI） 2021年2月27日上午8:20-12:00                     
齐鲁工业大学长清校区公教楼；请务必在2021年1月6日-12日完成考试缴费，缴费通知请于2021
年1月初登录齐鲁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cjc.qlu.edu.cn查看。缴费结束后务必在
缴费系统里下载并打印考试通知单（考试时查验）

06998 毕业实习
  毕业考核选题、答辩通知请于2021年1月8日-10日

登陆齐鲁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
http://cjc.qlu.edu.cn查看通知。4月17日、18日

8:30答辩         

        齐鲁工业大学长清校区

0531-89631368、在省考
试院网站报名时必打印《
准考证》，考试当天需要

查验
07999 毕业设计

05 齐鲁工业大学 650111 环境艺术设计 专

00599 素描（三） 2021年2月28日上午8:20-12:00                

齐鲁工业大学长清校区公教楼；请务必在2021年1月6日-12日完成考试缴费，缴费通知请于2021
年1月初登录齐鲁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cjc.qlu.edu.cn查看。缴费结束后务必在
缴费系统里下载并打印考试通知单（考试时查验）

0531-89631368、在省考
试院网站报名时必打印《
准考证》，考试当天需要

查验

00674 色彩 2021年2月26日上午8:20-12:00               

00709 室内设计 2021年2月26日下午13:50-17:30                      

00710 家具设计 2021年2月27日上午8:20-12:00                  

00714 插画技法 2021年2月27日下午13:50-17:30                        

07999 毕业设计

  毕业考核选题、答辩通知请于2021年1月8日-10日
登陆齐鲁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

http://cjc.qlu.edu.cn查看通知。4月17日、18日
8:30答辩             

         齐鲁工业大学长清校区

0531-89631368、在省考
试院网站报名时必打印《
准考证》，考试当天需要

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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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历
课程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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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山东建筑大学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专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2388 工程测量 2021年3月20日上午

      济南市临港开发区凤鸣路 山东建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3月19日上午报到） 0531-86367671

02390 建筑材料 2021年3月20日下午

02392 工程力学（二） 2021年3月21日上午

02395 房屋建筑学 2021年3月19日下午13:00、4月2日15：00

02397 混凝土及砌体结构 2021年3月19日下午14:00、4月2日14:00

02399 土力学及地基基础 2021年3月21日下午 

06998 毕业实习
2021年3月19日下午15:00（此科目需要提前联系主考

院校）  

07 齐鲁师范学院 340101 教育管理 本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3月27日 
具体答辩地址、要求以网上通知为准（齐鲁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http://jxjy.qlnu.edu.cn/index.htm）
0531-86401337

10 青岛大学 030101 法学（经济法学） 本 06999 毕业论文
     考生请于2021年 1月13日登录

www.qddxzk.sdcen.cn查看辅导事宜；论文答辩时间 
3月27日

   青岛大学法学院法学系（浮山校区东院东一教515室）。
报名后，请考生于2021年1月4日至1月8日关注“青岛大学财务处 ”微信公众号。进入后，点击
“高教自学考试2021年上半年毕业及实践环节考核费”，扫描其中的二维码进行缴费。
逾期未交费者，取消考试资格。
  如需临时调整考核方式，将在“青岛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qucec.qdu.edu.cn/)
或“青岛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平台”（ http://qddxzk.sdcen.cn/portal/）中发布，请
各位考生及时关注。

0532-85955950

10 青岛大学 050207 日语 本

06999 毕业论文
    考生请于2021年 1月13日登录

www.qddxzk.sdcen.cn查看辅导事宜；论文答辩时间3
月27日

   青岛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办公室（青岛大学浮山校区西院 博文楼328室）。
   报名后，请考生于2021年1月4日至1月8日关注“青岛大学财务处 ”微信公众号。进入后，
点击“高教自学考试2021年上半年毕业及实践环节考核费”，扫描其中的二维码进行缴费。
逾期未交费者，取消考试资格。
如需临时调整考核方式，将在“青岛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qucec.qdu.edu.cn/)或
“青岛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平台”（ http://qddxzk.sdcen.cn/portal/）中发布，请各
位考生及时关注。

0532-85953527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10 青岛大学 050209 朝鲜语 本

01116 口译与听力（韩）            2021年3月27日上午10:00    
       青岛大学外语学院韩语系（青岛大学浮山校区西院 博文楼528室）
   报名后，请考生于2021年1月4日至1月8日关注“青岛大学财务处 ”微信公众号。进入后，
点击“高教自学考试2021年上半年毕业及实践环节考核费”，扫描其中的二维码进行缴费。
逾期未交费者，取消考试资格。
如需临时调整考核方式，将在“青岛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qucec.qdu.edu.cn/)或
“青岛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平台”（ http://qddxzk.sdcen.cn/portal/）中发布，请各
位考生及时关注。

0532-85954409

06999 毕业论文

       考生于2021年1月13日登录
www.qddxzk.sdcen.cn查看辅导事宜；
   论文答辩 3月27日  上午11:00"

    



院校
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历
课程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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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青岛大学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本

06999 毕业论文

    考生于2021年1 月 13 日登录
www.qddxzk.sdcen.cn查看辅导事宜； 答辩时间  3

月28日  上午8:00        

   青岛大学商学院市场学系（青岛大学金家岭校区东院 4号楼105室）。
报名后，请考生于2021年1月4日至1月8日关注“青岛大学财务处 ”微信公众号。进入后，点击
“高教自学考试2021年上半年毕业及实践环节考核费”，扫描其中的二维码进行缴费。逾期未
交费者，取消考试资格。
   如需临时调整考核方式，将在“青岛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qucec.qdu.edu.cn/)
或“青岛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平台”（ http://qddxzk.sdcen.cn/portal/）中发布，请
各位考生及时关注。

0532-85953611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10 青岛大学 120601 物流管理 本

01574 物流管理软件操作
  上机考试时间：2021年3月27日  请考生于考前一

周登录www.qddxzk.sdcen.cn查看辅导事宜。

    青岛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青岛大学金家岭校区东院 1号楼401室）。
  报名后，请考生于2021年1月4日至1月8日关注“青岛大学财务处 ”微信公众号。进入后，点
击“高教自学考试2021年上半年毕业及实践环节考核费”，扫描其中的二维码进行缴费。逾期
未交费者，取消考试资格。
  如需临时调整考核方式，将在“青岛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qucec.qdu.edu.cn/)
或“青岛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平台”（ http://qddxzk.sdcen.cn/portal/）中发布，请
各位考生及时关注。

0532-85953173

06999 毕业论文

      考生请于2021年1月13日登录
www.qddxzk.sdcen.cn查看辅导事宜；论文答辩时

间：3月28日    
 

10 青岛大学 120801 电子商务 本

00897 电子商务概论

     3月28日考试    请考生于考前一周登录
www.qddxzk.sdcen.cn查看考试安排

    青岛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青岛大学浮山校区西院 博知楼503室）
   报名后，请考生于2021年1月4日至1月8日关注“青岛大学财务处 ”微信公众号。进入后，
点击“高教自学考试2021年上半年毕业及实践环节考核费”，扫描其中的二维码进行缴费。逾
期未交费者，取消考试资格。
  如需临时调整考核方式，将在“青岛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qucec.qdu.edu.cn/)
或“青岛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平台”（ http://qddxzk.sdcen.cn/portal/）中发布，请
各位考生及时关注。

0532-8595283400998 电子商务安全导论

03143 互联网及其应用

06999 毕业论文
    考生请于2021年1月13日登录

www.qddxzk.sdcen.cn查看辅导事宜；
   3月28日答辩 

        青岛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青岛大学浮山校区西院 博知楼503室）
   报名后，请考生于2021年1月4日至1月8日关注“青岛大学财务处 ”微信公众号。进入后，
点击“高教自学考试2021年上半年毕业及实践环节考核费”，扫描其中的二维码进行缴费。逾
期未交费者，取消考试资格。
  如需临时调整考核方式，将在“青岛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qucec.qdu.edu.cn/)
或“青岛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平台”（ http://qddxzk.sdcen.cn/portal/）中发布，请
各位考生及时关注。

0532-85952834

10 青岛大学 630903 物流管理

专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7038 信息技术与物流管理
    考试时间：2021年3月27日 请考生于考前一周登

录www.qddxzk.sdcen.cn查看辅导事宜  

    青岛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青岛大学金家岭校区东院 1号楼401室）。
  报名后，请考生于2021年1月4日至1月8日关注“青岛大学财务处 ”微信公众号。进入后，点
击“高教自学考试2021年上半年毕业及实践环节考核费”，扫描其中的二维码进行缴费。逾期
未交费者，取消考试资格。
  如需临时调整考核方式，将在“青岛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qucec.qdu.edu.cn/)
或“青岛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平台”（ http://qddxzk.sdcen.cn/portal/）中发布，请
各位考生及时关注。

0532-8595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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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历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考核时间 考核地点 联系电话

11 青岛理工大学 081001 土木工程 本

00421 物理（工）

     2021年1月15日上午9:00-11:00报到，15日下午
开始至17日实践课程考核        

青岛理工大学高职继续教育学院自考办（青岛市北区抚顺路16号图书馆科技楼1301室） 0532-85071589

02276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02441 混凝土结构设计

02443 钢结构

02449 建筑结构试验

05721 流体力学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1月10日左右见青岛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网站 （http://chjxy.qut.edu.cn/tzgg.htm）中

通知公告         
青岛理工大学高职继续教育学院自考办（青岛市北区抚顺路16号图书馆科技楼1301室） 0532-85071589

11 青岛理工大学 120103 工程管理（工程管理） 本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04228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实务

2021年1月10号左右见青岛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
站（http://chjxy.qut.edu.cn/tzgg.htm）中通知公

告      
        学生所就读的高职院校 0532-8507158910632 工程项目管理案例分析

06999 毕业论文

12 烟台大学 050209 朝鲜语 本

01116 口译与听力（韩）    3月20日上午8：30—10:00   

   烟台大学外语学院339室（烟台、威海考生）
0535－6902101 0535-

6902796

06999 毕业论文
   1月9日上午8:30—12:00辅导，3月20日上午10：

00—12:00答辩   

12 烟台大学 630501 国际贸易实务 专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13 鲁东大学 690105 公共关系 专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院校
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历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考核时间 考核地点 联系电话

14 潍坊医学院 101101 护理学 本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2021年2月中旬在潍坊医学院自学考试在线平台公

布具体日期
网址：wfmczk.jxjy.chaoxing.com/mh  

       潍坊医学院自学考试在线平台线上考核 0536-2602476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2月中旬在潍坊医学院自学考试在线平台公

布具体日期
网址：wfmczk.jxjy.chaoxing.com/mh  

       潍坊医学院自学考试在线平台线上答辩 0536-2602476

18999 临床实习
   2021年2月中旬在潍坊医学院自学考试在线平台公

布具体日期
网址：wfmczk.jxjy.chaoxing.com/mh  

      潍坊医学院自学考试在线平台虚拟仿真考核 0536-2602476

15 曲阜师范大学 040101
教育学 （齐鲁师范助

学专业）
本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3月27日     曲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0537-4458104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15 曲阜师范大学 050101
汉语言文学 （齐鲁师

范助学专业）
本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3月27日       曲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0537-4458104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15 曲阜师范大学 050107 秘书学 本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3月27日                曲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0537-4458104

15 曲阜师范大学 080702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

00421 物理（工）

    2021年3月27日         曲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0537-4458104

02307 自动控制理论（二）

02355 信号与系统

02357 数字信号处理

02359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02366 计算机软件基础（二）

06999 毕业论文



院校
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历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考核时间 考核地点 联系电话

15 曲阜师范大学 670301 文秘 专 00347 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      2021年3月27日                    曲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0537-4458104

20
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
030612 公安管理学 本　 06999 毕业论文

每年上半年组织一次毕业答辩，考生到当地区县公安
局政工部门报名

21 青岛农业大学 090401 动物医学 本

06999 毕业论文
        3月13日上午08:30辅导,3月27日上午08:30

答辩        
 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700号青岛农业大学主楼1311室

0532-58957930  
58957923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21 青岛农业大学 130310 动画 本

04504 动画运动规律      2021年3月20日8:30-12:00   

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700号青岛农业大学动漫与传媒学院；考生网上报名结束后，请务必及时关
注青岛农业大学动漫与传媒学院网站（http://cmxy.qau.edu.cn/）右侧通知公告栏，查看考试
缴费方式及相关通知。

0532-58957587、0532-
58957208（为主）

04506 角色设计      2021年3月21日14:00-17:30 

04507 动画场景设计      2021年3月20日14:00-17:30          

04508 动画设计稿      2021年3月21日8:30-12:00          

07999 毕业设计
    2021年3月22日：上午8:30-12:00 下午14:00-

17:30                                                     

25 青岛科技大学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本

01858 图案       2021年2月27日下午13:50-17:30      

      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考生在青岛市市北区郑州路53号青岛科技大学（四方校
区）继续教育学院。

0532－84022629　

01859 标志设计（二）       2021年2月28日上午8:20-12:00      

01863 FlashMX       2021年2月26日上午8:20-12:00      

01932 CoreIDRAW       2021年2月26日下午13:50-17:30      

05413 AUTOCAD设计       2021年2月27日上午8:20-12:00      

07999 毕业设计
      请2020年12月下旬查看青岛科技大学继续教育

学院网站  http://cj.q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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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青岛科技大学 560102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专

08631 求职择业与创业指导
      2021年3月中下旬--4月上旬实施。请及时查看

青岛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  
http://cj.qust.edu.cn      

      青岛市市北区郑州路53号青岛科技大学（四方校区）继续教育学院。 0532－84022629　

10722 计算机绘图（CAD）

25 青岛科技大学 560302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专 08631 求职择业与创业指导
   2021年3月中下旬--4月上旬实施。请及时查看青

岛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  
http://cj.qust.edu.cn   

   青岛市市北区郑州路53号青岛科技大学（四方校区）继续教育学院。 0532－84022629　

31 山东大学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

算机及应用） 
本

02327 操作系统

  2021年3月13日上午8：00至11：30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D区304。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

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注：基于抗疫，如考试方式、日期或地点改变，将在qq群号：1047337674中通知，考生请及时

加入QQ群以便获取考试通知。
  

电话： 0531-88364658  
qq群号：1106599868 邮

箱: jsjsddx@126
02332 数据结构

02334 软件工程   提交截至日期：2021年3月15日      

   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
（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
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软件工程实践考核要求考生完成一
个小型软件系统的开发实现，将软件开发周期各个阶段的文档整理为一篇论文，将实现的软件
代码刻光盘，论文与光盘3月15一起邮递至：山东济南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D
座304室杨老师收，电话：88364658

电话： 0531-88364658  
qq群号：1106599868 邮

箱: jsjsddx@126

04736 数据库系统原理

  2021年3月13日上午8：00至11：30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D区304。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
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

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注：基于抗疫，如考试方式、日期或地点改变，将在qq群号：1047337674中通知，考生请及时

加入QQ群以便获取考试通知。
  

电话： 0531-88364658  
qq群号：1106599868 邮

箱: jsjsddx@126
04738 C＋＋程序设计

04748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   2021年3月13日上午8：00至11：30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D区304。注：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
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注：基于抗疫，如考试方式、日期或地点改变，将在qq群号：1047337674中通知，考生请及时
加入QQ群以便获取考试通知。
  

电话： 0531-88364658  
qq群号：1106599868 邮

箱: jsjsddx@126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3月21日  8:00至17:30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D区304 。  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
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注：①基于抗疫，如答辩方式、日期或地点改变，将在qq群号：1106599868中通知，考生请及
时加入本群以便获取答辩通知。
 ②考生网上报名、交费后，须于2021年3月1日前将个人的准考证号、姓名、联系电话及开题报
告发送至jsjsddx@126.com。
    本次论文答辩统一实行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

电话： 0531-88364658  
qq群号：1106599868 邮

箱: jsjsddx@126

31 山东大学 120202 市场营销（销售管理） 本

06999 毕业论文
2021年3月20日

 考生报考结束后，请及时关注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网站通知公告栏
（http://www.sduzszx.com/zk），并务必于2021年1月15日-19日完成网上缴费。未按时缴费
者，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辩及考核。                    具体安排请于2021年1月中下旬登陆
网址：http://www.sduzszx.com/zk/查看。

0531-88364916      
88364595

00052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见简章第七条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