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主考
学校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缴费日期时间 缴费方式 考试安排说明

05067 项目管理案例分析

02383 管理信息系统（实践）

00343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实践）

02317 计算机应用技术（实践）

00343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实践）★

04734 数据结构（实践）

04736 数据库系统原理（实践）

04748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实践）

04734 数据结构（实践）

04736 数据库系统原理（实践）

04748 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实践）

00343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实践）★

04736 数据库系统原理（实践）

01B0201 工商企业管理（独立本科段）

01B0203 会计（独立本科段）

01B0836 安全工程（独立本科段）

01C1203 金融管理（本科）

01C1204 商务管理（本科）

附件1：2021年上半年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非笔试及实践类课程报考缴费和考试安排说明

北京邮电大学组织考试的专业课程

1
北京
邮电
大学

2021年3月16日9
时至3月19日13
时，节假日不休
息。

使用网银，可以网银支付银
行为：广发银行、交通银行
、中国银行、平安银行、浦
发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
行、中信银行、上海银行、
邮储银行、北京银行、华夏
银行、深发银行、民生银行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
商银行、建设银行，共18家
银行。登录北邮自考平台，
http://www.buptict.
cn/org/zikao/index按照网
站首页“操作说明”，进行
支付操作。

北京教育考试院网
站
（www.bjeea.cn）
自学考试栏目信息
发布台或北京邮电
大学自考平台
（http://www.bup
tict.
cn/org/zikao/ind
ex）发布具体安排
和相关考试要求。

00052

01B0810
计算机信息管理（独立本
科段）

计算机及应用（独立本科
段）

01B0802

01B0801

计算机网络（独立本科
段）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上机）

01B0019
工程管理（项目管理方

向）（专升本）

01A0801 计算机及应用（专科）



序号
主考
学校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缴费日期时间 缴费方式、地点 考试安排说明

01B0001 财务管理（专升本） 08309 投资项目分析

00435 教育电视节目制作（实践）

04615 数据库系统原理（实践）

04919 CAI课件制作（实践）

04439 汽车电控新技术（实践）

04448 汽车维修工程（实践）

05878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实践）

04615 数据库系统原理（实践）

06628 网页制作与网站建设（实践）

01A0224
城市公共交通营运管理

（专科）
60050 乘客心理学与沟通（实践）

60056 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管理（实践）

60058 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实践）

60060 城市公共交通科技管理（实践）

教育技术学（专升本）

01B0003 汽车服务工程（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
升本）

01B0226
企业管理（公共交通方
向）（独立本科段）

2021年3月16日10
时至3月19日14
时，节假日不休

息。

缴费方式：网上缴费
登录网址

http://sce.bit.edu.cn/点
击“自学考试——信息发布
”查看北京理工大学2021年
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非
笔试及实践类课程缴费流

程，根据缴费流程进行缴费
。

咨询电话：010-68911823

北京教育考试院网
站
（www.bjeea.cn）
自学考试栏目信息
发布台或北京理工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网站“自学考试—
—信息发布”专栏
(http://sce.bit.
edu.cn/scenew/ne
ws_more.asp?com_
id=295)发布考试
安排和相关考试要
求。

2021年3月16-18
日上午9：00-

11：30；下午1：
00-4：00。

缴费方式：现金；
缴费地点：北京公交党校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镇永泰
庄西路北口南150米)。1号
教学楼二层1205学历部。

乘车路线：
地铁：地铁8号线永泰庄

下，A口出，见路口红绿灯
右转，西行300米，再遇红
绿灯左转南行300米路西即

到；
公交：355、518、693、307
、606路等到“清河”或“

清河北”站下车
注：因公交、地铁线路可能
有调整，请考生临近缴费时

再上网查询一下。

1
北京
理工
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组织考试的的专业课程

01B0002

01B0004

北京教育考试院网
站

（www.bjeea.cn）
自学考试栏目信息
发布台或学校发布
考试安排和相关考

试要求。



01182 电视文艺节目创作

91179 非线性编辑

91187 电视片结构

97219 数字摄影技术

07178 普通话语音与发声

09344 播音创作基础

09345 节目主持艺术

04504 动画运动规律

04505 原画设计

04508 动画设计稿

94509 二维动画

01B0508

01B0509
播音与主持（独立本科
段）

1

 
01B0510 动画（独立本科段）

2021年3月16日8
时至3月17日22时

。

中国传媒大学组织考试的的专业课程

缴费方式：网上缴费；
登录网址

http://peixun.cuconline.
cn点击网页右上方“登录”
（登录邮箱：考生在北京教
育考试院注册时填写的邮

箱；登录密码：考生本人身
份证号）→点击“我的订单
”→点击“立即支付”完成

缴费。

缴费流程详情请登录中国传
媒大学自考办网站

（http://zikao.cuc.edu.c
n/）“通知公告”栏中查看

。
咨询电话：65779095。

重要提示：
1、缴费订单不允许取消，
若无故取消缴费订单，则视

为自动放弃本次考试。
2、缴费成功后，请考生务
必加入所报考专业的钉钉

群，确保能及时接收非笔试
考核说明会和考试相关通知

。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钉钉群

号：32769063
播音与主持专业钉钉群号：

32104320
动画专业钉钉群号：

35531918

北京教育考试院网
站

（www.bjeea.cn）
自学考试栏目信息
发布台或中国传媒
大学自考办网站

（http://zikao.c
uc.edu.cn/）发布
考试安排和相关考

试要求。

广播电视编导（独立本科
段）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组织考试的的专业课程

12209 触控界面UI设计

12208 数字艺术设计基础

60024 网络广告设计（实践）

60026 视频编辑技术基础（实践）

北京联合大学和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两所学校组织考试的的专业课程

01B0221 酒店管理（独立本科段） 01523 酒店前厅与客房运行实务

2021年3月17-18
日8:30-11:30；
13:00-16：00

缴费方式：现金；缴费地
点：朝阳区北四环东路99

号，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2C楼404；联系人：赵老
师，电话64909235。

北京教育考试院网
站

（www.bjeea.cn）
自学考试栏目信息
发布台或学校发布
考试安排和相关考

试要求。

09126 网页广告设计

10068 平面广告设计（一）

10094 电脑三维设计

10099 广告摄像与摄影实践

2021年3月16日9
时至3月19日16
时，节假日不休
息。

1

北京
北大
方正
软件
技术
学院

01A0820

1
北京
联合
大学

北京教育考试院网
站
（www.bjeea.cn）
自学考试栏目信息
发布台或北京北大
方正软件技术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网站
（http://sce.pfc
.cn/）发布具体安
排和相关考试要求
。

缴费方式：现金或支付宝；
缴费地点：朝阳区北四环东
路93号北京联合大学东院继
续教育学院办公楼403；联
系人：白老师，电话：

83570663。

北京教育考试院网
站

（www.bjeea.cn）
自学考试栏目信息
发布台或学校发布
考试安排和相关考

试要求。

登录http://sce.pfc.cn/按
照附件4的北京北大方正软
件技术学院自考非笔试及实
践类课程缴费的操作说明或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网站首页的操
作说明支付缴费；咨询电话
010-82529495

广告学(独立本科段)01B0501

2021年3月17-18
日9:00-11:00；
13:00-16：00

网络传媒设计（专科)



07988 连锁企业信息系统管理

12047 理货业务

12052 连锁企业创办

60002 财贸素养（实践）

60012 门店开发与选址（实践）

00673 素描

00674 色彩

00675 构成（平面、色彩、立体）

00692 计算机辅助图形设计

00707 建筑设计基础

说明:标有★符号的课程为专科接考本科的加考课。

01A0505

2

北京
财贸
职业
学院

01A0223

室内设计（专科）

连锁经营管理（专科）

缴费方式：现场缴费，银行
卡、微信、支付宝。
缴费地点：北京财贸职业学
院东城校区。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
南小街礼士胡同41号。
（因校区地处市中心，无法
提供汽车及自行车、电动车
（含共享电动车、共享自行
车）停车位，为避免给考生
带来麻烦，请考生尽量从公
交车站步行至缴费地点。）
乘车路线：公交车674，24
路演乐胡同站下车；101，
609，619,109电车，112等
朝内小街站下。
地铁5、6号线东四站下，东
南口出，向东步行700米或
乘坐101，609，619,109电
车，112等朝内小街站下。
地铁2号线朝阳门站下，往
西步行900米左右。
备注：如有疫情等特殊情
况，以后期通知为准。

2021年3月17-19
日8：30-11：
30；13:00-15:30
。

北京教育考试院网
站
（www.bjeea.cn）
自学考试栏目信息
发布台发布考试安
排和相关考试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