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考委〔2015〕3 号

关于我省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工程管理专业（独立本科段）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自学考试工作委员会，华南理工大学，广

州大学：

为了适应我省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我省对工程管理人才的

需求，按照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的要求，我省决定

从 2016 年 1 月起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程管理专业（独立本

科段）。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考学校

广州大学

二、报考对象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性别、年龄、户口所在地的限

制，具有国民教育序列专科（或以上）毕业学历，均可报考工程

管理专业（独立本科段）。

三、学历层次和规格

工程管理专业（独立本科段）学历层次和规格：本专业的学

历层次为本科，专业培养规格总体上与普通高校同类专业水平相

一致。每门课程考试合格，由广东省自学考试委员会（以下简称

“省考委”）发给课程合格证书。本专业毕业要求不少于 15 门

课程不低于 72 学分。凡取得本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合

格成绩，且思想品德鉴定合格者，按规定颁发由省考委盖章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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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学校副署的工程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大学本

科学历。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考生，符合相应学位条件者，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由主考学校授予学士学位。

四、报名报考方法

考生按照规定的报名报考时间及要求，到市、县（区）自学

考试办公室指定报考点，或通过互联网、电话报名报考。考生报

名报考时必须按照规定缴交报名报考费，并办理有关手续。

主考学校负责实践课程考核的组织工作。考生按规定向主考

学校报考实践考核课程。

五、考试的组织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考委”）

负责审批专业考试计划；编制全国统一命题课程的自学考试大

纲；组织编写全国统一命题课程的自学考试教材；安排全国统一

命题课程的考试时间；组织全国统一命题课程的命题。

省考委负责公布专业考试计划；组织编制省命题课程的考试

大纲和指定使用教材；安排省命题课程的考试时间；组织省命题

课程的命题；统一组织全省的考试和评卷、考籍管理；颁发课程

合格证书和毕业证书；指导和监督助学等各项工作。

各市自学考试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报名报考，组织考试实

施，协助考籍管理，协助指导和监督助学等工作。

主考学校在省考委的指导下，开展助学活动、宣传和发动工

作；参与命题和评卷工作；组织实践课程的安排和考核；在毕业

证书上副署。要坚持办考和办学、命题和辅导分离的原则，有关

课程的命题老师不得参与该课程的助学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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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业考试课程及考试时间安排

专业课程设置见附件。工程管理专业（独立本科段）每年开

考 4 次，考试时间定在每年 1 月、4 月、7 月和 10 月。全国统考

课程由全国考委统一安排考试，省统考课程由省考委统一安排考

试。首次开考时间为 2016 年 1 月，考试课程安排由省考办统一

公布。

七、专业停考

随着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化，为优化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专业结构，当该专业考生人数减少时，我省将适时

停考该专业。

附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程管理专业（独立本科段）

考试计划

广东省自学考试委员会

2015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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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各县（区）自学考试办公室，香港考试及评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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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工程管理专业（独立本科段）考试计划

一、指导思想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之一，是对社会

自学者进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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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是我国高等教

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程管理专业（独立本科段），是根据当

今社会的人才需求特点，为提高从事该行业人员的理论知识和业

务技能而设置的。其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

放、灵活的特点和优势，填补行业人才紧缺空白，培养既具有专

业理论知识，又具有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适应时代

发展的复合型、实用型、现代型的工程管理人才。

二、学历层次和规格

本专业的学历层次为本科，其专业培养规格总体上与普通高

校同类专业水平相一致。本专业采用学分制，各门笔试课程考试

采用百分制计算 60 分为合格；凡单科考试成绩合格后，发给课

程合格证书，同时取得该课程规定的学分。本专业必考课程 14

门 58 学分，选考课程 4 门 28 学分。凡取得本专业考试计划规定

的全部课程合格成绩，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由广东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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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考试委员会按规定颁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程管理专业本科

毕业证书，主考学校在毕业证书上副署，国家承认其大学本科学

历。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考生，符合相应学位条件者，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由主考学校授予学士学位。

三、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

根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特点，本专业注重考核应考者掌握

基础知识的程度，以及应用基础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本专业培养能在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从事工程管理工作

的技能型专门人才。

在政治思想方面，要求自学者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

会主义思想，遵守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为建设和谐

社会服务。

在业务学习和能力方面，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工程管理专业

理论知识和具有专业操作技能。

四、考试课程与学分（专业代码：B020279）

类型

序号

课程代

码
课程名称 学分 类型 考试方式

00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必考 笔试

00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必考 笔试

003*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4 必考 笔试

004* 00054 管理学原理 6 必考 笔试

005 06087 工程项目管理 5 必考 笔试

006 08262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3 必考 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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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08263 工程经济学与项目融资 5 必考 笔试

008 03303 建筑力学与结构 4 必考 笔试

009 06936 建筑法规 4 必考 笔试

010 04037 施工技术与组织 4 必考 笔试

011 03823 建筑制图 4 必考 笔试

012 06289 工程招标与合同管理 5 必考 笔试

013 06962 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 8 必考 笔试

014 06999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必考 实践考核

101* 00015 英语（二） 14 选考 笔试

102*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5 选考 笔试

103*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5 选考 笔试

104 06393 土木工程概论 4 选考 笔试

课程设置：必考课程 14 门，58 学分；选考课程 4门，28 学分。

说明: 1. 类型序号带“*”的课程均使用全国考委组编的大纲、教材，参加全国统一

命题考试。

2．101 至 104 课程中须选考不少于 14 学分。

3.本专业仅接受国民教育序列专科（或以上）毕业生申办毕业。

五、课程说明与指定用书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说明略，按全国考委统一要求

执行）。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说明略，按全国考委统

一要求执行）。

3．线性代数（经管类）（课程说明略，按全国考委统一要求

执行）。

4．管理学原理（课程说明略，按全国考委统一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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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程项目管理

本课程系统讲述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学生要具备对工程项目全过程管理的基本能力。

6．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本课程以房地产开发过程为主线，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房地产

开发的理论、内容和方法，内容包括：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概述、

房地产开发程序、房地产开发市场调查与细分、房地产开发项目

策划、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房地产开

发项目建设过程、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房地产销售经营、房地

产租赁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税收、房地产经营效益分析、房地

产开发与经营风险。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熟悉房地产开发

与经营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掌握房地

产开发与经营的程序；熟悉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政策、原则；熟悉

房地产市场营销的常用方法；具备进行房地产市场综合分析和房

地产开发与经营决策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

7．工程经济学与项目融资

本课程分工程经济学与项目融资两篇。工程经济学篇主要讲

述资金的时间价值与等值计算、工程项目方案经济效果的评价方

法（各种方案的比选）、不确定性分析、设备更新、价值工程和

工程项目后评价等内容。项目融资篇主要讲述工程项目融资主

体、投资资金来源与构成，融资渠道、融资方式、融资成本和融

资方案评价。项目融资篇是工程经济学篇的补充与完善。本课程

集工程经济与项目融资于一体，在充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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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注重与国际惯例靠拢，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和成果，是工程管

理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

8．建筑力学与结构

本课程分为建筑力学与建筑结构两篇。建筑力学篇主要讲述

静力学基本知识，静定结构的内力计算，基本受力杆件的应力分

析、计算与强度校核，静定结构的位移计算与刚度校核的基本方

法等；建筑结构篇主要讲述了建筑结构设计基本原则，钢筋混凝

土结构基本构件计算，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地基与基础的基本

知识等。建筑力学篇是建筑结构篇的基础。本课程集建筑力学与

建筑结构于一体，并结合行业规范、规程以及国际单位制，理论

联系实践，是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

9．建筑法规

该课程主要研究建设领域内的法律问题。明确要求学生掌握

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环境保护法以及合同法等建设领域内的重要法律制度，使

学生具有依法办事，特别是在工程建设领域内依法办事的能力。

10．施工技术与组织

本课程分为施工技术与施工组织两篇。施工技术篇包括土方

工程、基础工程、混凝土结构工程、预应力混凝土工程、砌体结

构工程、脚手架工程、结构安装工程、防水工程等内容，主要讲

述建筑工程施工中各主要工种工程的施工工艺原理与施工方法、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施工验收规范的要求和质量保证措施，以及

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和应用；施工组织篇包括施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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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概论、流水施工原理、网络计划技术、施工组织总设计、单位

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等内容，主要讲述如何针对各类不同的项目特

点和条件，研究施工项目的组织方式、施工方案、施工进度、资

源配置、施工平面设计等施工规划设计方法，探讨施工生产过程

中的技术、质量、进度、资源、现场、信息等动态管理的控制措

施，以保证施工项目质量、工期、造价目标最优地实现。本课程

集施工技术与施工组织于一体，并结合行业规范、规程，理论联

系实际，是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较强的专业核心课程。

11．建筑制图

本课程讲述正投影法的基本原理及应用、贯彻国标要求，其

主要内容包括：投影知识、制图基础、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

透视等。培养空间想象能力和分析能力、培养绘制和阅读建筑图

样的基本能力。

12．工程招标与合同管理

本课程主要讲述工程招投标及合同管理的基础理论及适用

方法。在招投标部分，重点介绍建设工程招投标的基本要领及不

同类别招投标的程序和方法、招投标文件的编制等，并着重介绍

施工招投标的相关内容。在合同管理部分，介绍建设工程合同管

理的法律基础以及不同类别的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并介绍施工索

赔及 FlDlC 合同条件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13．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

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是以工程项目为研究对象，研究拟建工

程在决策、设计、招投标、施工、竣工交付使用的全过程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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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确定和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的理论与方法。工程造价的确定

是要在项目的不同阶段计算和确定工程造价以及投资费用；工程

造价的控制是按照确定的造价目标，对造价形成过程的各项费用

进行计算、调整、监控，找出偏差，及时纠偏，确保造价目标的

实现。本课程的学习包括工程造价概论、投资和工程造价的构成、

工程造价的计价依据和方法、投资估算与财务评价、建设工程计

量与计价、工程招投标与承包合同价、工程变更、索赔、价款结

算与控制、竣工验收与竣工决算等内容，是工程管理专业的主干

课程之一。

14.英语（二）（课程说明略，按全国考委统一要求执行）。

15.中国文化概论（课程说明略，按全国考委统一要求执行）。

16.企业管理概论（课程说明略，按全国考委统一要求执行）。

17.土木工程概论

本课程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宽口径土木工程学科的若

干分支领域，如土木工程材料、建筑工程、桥梁工程、轨道

交通工程、隧道工程、水工结构物、海洋工程结构、土力学

与基础工程。目的就是让刚进入土木工程专业学习的学生通

过土木工程概论课程的学习能够对土木工程的工作对象、工

作内容和工作性质有一概略且较完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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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课程使用教材一览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编著者 出版社及版次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李捷
王顺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卫兴华
赵家祥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线性代数（经管类）
刘吉佑
徐诚浩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00054 管理学原理 管理学原理 白瑷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06087 工程项目管理 土木工程项目管理手册 雷俊卿 人民交通出版社

08262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孔凡文
何红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7 月第 3版

08263 工程经济学与项目融资 工程经济学 刘晓君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年 1 月第 2版

03303 建筑力学与结构 建筑力学与建筑结构
刘丽华
王晓天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8 年 5 月第 2版

06936 建筑法规
建设法律制度及实例精
选

佘立中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8 月第 2版

04037 施工技术与组织 土木工程施工 童华炜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 年 4 月第 1版

03823 建筑制图 建筑制图
何斌
陈锦昌
王枫红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3 月第 7版

06289 工程招标与合同管理
建设工程招投标及合同
管理

梅阳春
邹辉霞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1 月第 2版

06962 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 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
吴学伟
谭德精
李江涛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第 6版

00015 英语（二） 英语（二）自学教程
张敬源
张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2012 年版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中国文化概论 王宁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企业管理概论 刘仲康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06393 土木工程概论 土木工程概论 沈祖炎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年 9 月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