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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4  

 

 

 

 

各有关高等学校： 

根据《广西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与高职高专教育衔接试

点工作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经广西大学等 20所主考高校申

请，我委对有关高校的自学考试衔接合作办学申请材料进行了

审核，同意广西大学等 20 所主考高校与百色学院等 58 所院校

开展2017-2018学年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衔接试点合作办学（合

作专业见附件），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自学考试衔接试点合作办学时间自发文之日起至

2018 年 8月 31日止。 

二、本次自学考试衔接试点合作办学包含部分本本衔接试

点及部分高校的校内专本衔接试点合作办学。 

三、在本学年度备案的衔接试点考生，其衔接课程的过程

性学习考核成绩所占比例为 30%，统考成绩所占比例为 70%。请

各高校严格按照我区自学考试衔接试点工作有关规定，认真履

行职责并做好相关工作，以进一步提升自学考试衔接试点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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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附件：广西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2017-2018 学年度专本衔接

试点合作办学计划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 

  2017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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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2018  

 

 

主考学校 衔接学校 
衔接
专业
层次 

衔接专业名称 备注 

广西大学 

百色学院高职 本科 

B020010 经济学 

专本、 
本本衔
接 

B020011 会计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208 市场营销 

B030001 法律 

B030011 行政管理学 

B040010 教育管理 

C050104 新闻学（本科段） 

B070701 数学教育 专本衔
接 B0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广西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 

本科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B080029 建筑工程  

广西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 

本科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011 会计  

广西经济管理 
干部学院 

本科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B080029 建筑工程  

B020106 金融  

B030011 行政管理学  

B0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广西理工 
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B080612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011 会计  

B080029 建筑工程  

B050432 室内设计  

B050437 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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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学校 衔接学校 
衔接
专业
层次 

衔接专业名称 备注 

广西大学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
学院 

本科 

B081726 汽车维修与检测  

B080028 计算机网络  

B020208 市场营销  

广西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本科 

B080022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B020011 会计  

B080020 机电一体化工程  

B020208 市场营销  

B080023 计算机及应用  

广西外国语学院 
高职 

本科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011 会计  

B020010 经济学  

广西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本科 

B020208 市场营销  

B020011 会计  

B030011 行政管理学  

B0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B100805 药学  

B081314 食品安全与品控  

广西农业 
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011 会计  

B090001 农学  

B081314 食品安全与品控  

B081308 食品科学与工程  

B020208 市场营销  

B090002 畜牧兽医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B090115 园林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
学校 

本科 
B040010 教育管理  

B030011 行政管理学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011 会计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本科 

B040010 教育管理  
B081209 应用化学  

B0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B070101 数学教育  
B040012 思想政治教育  

广西生态工程 
职业学院 

本科 
B090115 园林  

B090202 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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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学校 衔接学校 
衔接
专业
层次 

衔接专业名称 备注 

广西大学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B090115 园林  

B090001 农学  

B090002 畜牧兽医  

B0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B020013 旅游管理  

B030011 行政管理学  

B081308 食品科学与工程  

B081314 食品安全与品控  

B080020 机电一体化工程  

B020028 计算机网络  

B080753 电子信息工程  

B080029 建筑工程  

C050104 新闻学（本科段）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
技术学院 

本科 

B020010 经济学  

B020011 会计  

B020110 国际贸易  
广西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本科 B040010 教育管理  

广西师范大学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本科 

B050011 音乐教育  

B050437 艺术设计  

B070101 数学教育  

B081209 应用化学  

B020011 会计  

B040010 教育管理  

B020013 旅游管理  

B040011 学前教育  

B040012 思想政治教育  

C050010 英语（本科段）  

C050101 汉语言文学（本科段）  

B080028 计算机网络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地区教育学院 

本科 

B040012 思想政治教育  

B030011 行政管理学  

B070101 数学教育  

C050010 英语（本科段）  

C050101 汉语言文学（本科段）  

B040011 学前教育  

桂林旅游学院 本科 
B020011 行政管理学  

C050016 日语（本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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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学校 衔接学校 
衔接
专业
层次 

衔接专业名称 备注 

广西师范大学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本科 

B040011 学前教育  

B040010 教育管理  

B030011 行政管理学  

B020011 会计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208 市场营销  

贺州学院高职 本科 B040011 学前教育  
广西现代职业 
技术学院 

本科 B040011 学前教育  

广西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本科 
B040011 学前教育  

C050101 汉语言文学（本科段）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本科 

B020013 旅游管理  
B040011 学前教育  

B050011 音乐教育  

B050437 艺术设计  

B050432 室内设计  

广西医科大学 
本校高职 本科 

B100021护理学 校内专
本衔接 B100805药学 

广西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 

本科 
B100021护理学  
B100805药学  

广西民族大学 

本校高职 本科 

B030001 法律 

校内专
本衔接 

B020110 国际贸易 

C030101 法律（本科段） 

C050138 越语（本科段） 

广西城市职业学院 本科 

B020010 经济学  

B020110 国际贸易  

B020106 金融  

B020013 旅游管理  

B020011 会计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50010 秘书学  

B0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B040010 教育管理  

B050432 室内设计  

B050437 艺术设计  

C050101 汉语言文学（本科段）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
学院 

本科 

B020110 国际贸易  

B020011 会计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208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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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学校 衔接学校 
衔接
专业
层次 

衔接专业名称 备注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

学院 
本科 

B020011 会计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110 国际贸易  

B050432 室内设计  

B0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B020208 市场营销  

B020216 电子商务  

B020013 旅游管理  

B020106 金融  

C050010 英语（本科段）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本校高职 本科 

B020011 会计 

校内专
本衔接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50432 室内设计 

B050437 艺术设计 

B080020 机电一体化工程 

B080023 计算机及应用 

B080024 计算机通信工程 

B080028 计算机网络 

B080302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B080612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B080707 通信工程 

B080753 电子信息工程 

B081726 汽车维修与检测 

C030101 法律（本科段） 

B080026 计算机信息管理 

B020208 市场营销 

C050010 英语（本科段）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高职 

本科 

B020011 会计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110 国际贸易  

北海职业学院 本科 

B020011 会计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110 国际贸易  

B020208 市场营销  

B0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B050437 艺术设计  
B080023 计算机及应用  
B020216 电子商务  
B020229 物流管理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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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学校 衔接学校 
衔接
专业
层次 

衔接专业名称 备注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本科 

B020011 会计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80028 计算机网络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本科 

B050432 室内设计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216 电子商务  

B080028 计算机网络  

B020229 物流管理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
学院 

本科 

B020216 电子商务 

 B020208 市场营销 

B080787 移动商务技术 

桂林理工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 
南宁分校 

本科 

B050437室内设计 

校内专
本衔接 

B050437艺术设计 

B080029 建筑工程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B080020机电一体化工程 

B080612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B080753电子信息工程 

B080707通信工程 

B080302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B080023计算机及应用 

B080026计算机信息管理 

B080028计算机网络 

B020011会计 
B020208市场营销 
B020110国际贸易 

B081103环境工程与管理 

贺州学院高职 本科 

B020011会计  

B020012工商企业管理  

B020208市场营销  

B082231工程造价管理  

B020013 旅游管理  

B080753 电子信息工程  

B081308食品科学与工程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本科 

B020110国际贸易  

B080029建筑工程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高职 

本科 
B030011行政管理学  

B020013旅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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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学校 衔接学校 
衔接
专业
层次 

衔接专业名称 备注 

桂林理工大学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高职 

本科 

B082231工程造价管理  

B050432室内设计  

B050437艺术设计  

桂林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本科 B0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广西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 

本科 

B030011行政管理学  

B050432室内设计  

B081308食品科学与工程  

广西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 

本科 
B080824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B050432 室内设计  

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本科 

B040011 学前教育  

C050010 英语（本科段）  

C050101 汉语言文学（本科段）  

B070101 数学教育  

北海职业学院 本科 B040011 学前教育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B040011 学前教育 

 
C050010 英语（本科段） 

广西艺术学院 

本校高职 本科 

B050011音乐教育 
校内专
本衔接 

B050432室内设计 

B050437艺术设计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本科 

B050011音乐教育  

B050432室内设计  

B050437艺术设计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B050432室内设计  

B050437艺术设计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B050432室内设计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本科 B050432室内设计  

桂林医学院 本校高职 本科 

B100021护理 
校内专
本衔接  

B100805药学 

B020208市场营销 

广西科技大学 

本校高职 本科 
B100021护理学 校内专

本衔接 B100805 药学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B020011 会计  

B081726 汽车维修与检测  

B080020 机电一体化工程  

广西现代 
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B020011 会计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广西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本科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110 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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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学校 衔接学校 
衔接
专业
层次 

衔接专业名称 备注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本科 

B080612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B080707 通信工程  

B080302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B081726 汽车维修与检测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 

本科 

B020011 会计  

B080029 建筑工程  

B080707通信工程  

B080302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B080612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B081726 汽车维修与检测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广西生态工程 
职业学院 

本科 

B020011 会计  

B082231工程造价管理  

B020208 市场营销  

B081726 汽车维修与检测  

B080029 建筑工程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B082231工程造价管理  

C050101 汉语言文学（本科段）  

玉林师范学院 

本校 本科 

B030001法律 

校内专
本、本本
衔接 

B020011会计 

B020012工商企业管理 

B030011行政管理学 

C050010英语（本科段） 

C050101汉语言文学（本科段） 

本校高职 本科 

B020013旅游管理 

校内专
本衔接 

B040010教育管理 

B040011学前教育 

B050010秘书学 

B080023计算机及应用 

B080024计算机通信工程 

B080753电子信息工程 

B020208市场营销 

B020010经济学 

广西财经学院 本校高职 本科 
B020011会计 

校内专
本衔接 B020012工商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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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学校 衔接学校 
衔接
专业
层次 

衔接专业名称 备注 

广西财经学院 

本校高职 本科 

B020106金融 
校内专
本衔接 

B020208市场营销 

B020216电子商务 

广西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 

本科 

B020011会计  

B020012工商企业管理  

B020208市场营销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
学院 

本科 

B020011会计  

B020106金融  

B020012工商企业管理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B020011会计  

B020012工商企业管理  

B020106金融  

B020110国际贸易  

B020208市场营销  

B020010 经济学  

B020229 物流管理  

B020216 电子商务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本科 
B020011 会计  

B020208 市场营销  

广西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本科 

B020011会计  

B020012工商企业管理  

B020208市场营销  

B020229物流管理  

B020110国际贸易  

B020010经济学  

B020216 电子商务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本科 

B020011 会计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208 市场营销  

B080208 计算机信息管理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
技术学院 

本科 
B020012工商企业管理  

B020208市场营销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
学院 

本科 
B030001法律  

C030101法律（本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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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学校 衔接学校 
衔接
专业
层次 

衔接专业名称 备注 

梧州学院 

本校高职 本科 

B080302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校内专
本衔接 

B040011学前教育  

B080023计算机及应用 

B020110国际贸易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011 会计 

B020208 市场营销 

B020013 旅游管理 

C030101 法律（本科段） 

C050010 英语（本科段） 

梧州职业学院 本科 

B020110 国际贸易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011 会计  

B020208 市场营销  

B020013 旅游管理  

C030101 法律（本科段）  

C050010 英语（本科段）  

B080302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B040011 学前教育  

B080023 计算机及应用  

百色学院 
本校 

本科 

C050101 汉语言文学（本科段） 
校内专
本、本本
衔接 

B040012 思想政治教育 

B040011 学前教育 

C050010 英语（本科段） 

本校高职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校内专
本衔接 

贺州学院      本校高职 本科 

B050437 艺术设计 

校内专
本衔接 

B080023 计算机及应用 

B080024 计算机通信工程 

C050010 英语（本科段） 

C050104 新闻学（本科段） 

B080022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B020013 旅游管理 

B040012 思想政治教育 

B070101 数学教育 

C050101 汉语言文学（本科段） 

B020110 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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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学校 衔接学校 
衔接
专业
层次 

衔接专业名称 备注 

钦州学院 

本校高职 本科 

C050101 汉语言文学（本科段） 

校内专
本衔接 

B040010 教育管理 

B040011 学前教育 

C050010 英语（本科段）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C030101 法律（本科段） 

B020011 会计 

B020208 市场营销 

B030011 行政管理学 

B040010 建筑工程 

B020110 国际贸易 

B080023 计算机及应用 

B070101 数学教育 

B040012 思想政治教育 

B050010 秘书学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
学院 

本科 

B020011 会计  

B040010 教育管理  

B020208 市场营销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40011 学前教育  

B030011 行政管理学  

B020110 国际贸易  

B080029 建筑工程  

C050101 汉语言文学（本科段）  

C050010 英语（本科段）  

桂林旅游学院 本校高职 本科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校内专
本衔接 

B020013 旅游管理 

C050010 英语（本科段）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本校高职 本科 

B040011 学前教育 

校内专
本衔接 

B020229 物流管理 

B080028 计算机网络 

B050011 音乐教育 

C050101 汉语言文学（本科段） 

C050010 英语（本科段） 

广西外国语学院 本校高职 本科 

C050010 英语（本科段） 
校内专
本衔接 

B020110 国际贸易 

B020208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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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学校 衔接学校 
衔接
专业
层次 

衔接专业名称 备注 

广西外国语学院 本校高职 本科 

B050437 艺术设计 

校内专
本衔接 

B030011 行政管理学 

C050138 越语（本科段） 

C050101 汉语言文学（本科段） 

南宁学院 本校高职 本科 

B020011 会计 

校内专
本衔接 

B020012 工商企业管理 

B020208 市场营销 

B080029 建筑工程 

B080023 计算机及应用 

B050432 室内设计 

B081726 汽车维修与检测 

B082231 工程造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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