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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农大继教发„2020‟20号 

 

 

关于 2020 年成人本科生申请学士学位 
专业课程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学院、函授站： 

根据《甘肃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甘农大学位发

„2017‟2 号）的规定及相关要求，现将 2020 年成人高等教育本

科生申请学士学位专业课程考试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名及缴费 

1.报名对象 

甘肃农业大学在校（籍）及 2018 年 12 月（含）以后获得本

科毕业证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生和高等教育成人函授本科

生。 

2. 报名组织 

各有关学院负责自学考试本科生的报名工作，并审查报名资

甘肃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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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继续教育学院成教中心负责成人函授本科生的报名工作，并

审查报名资格。 

3. 报名时间 

2020 年 10 月 15 日—25 日。 

4. 缴费方式 

已报名考生须在 11月 1日前完成缴费。按照甘价费„2007‟

347 号文件规定，考试报名费 80 元/科次。学生本人将报名费统

一缴省财政，扫描“缴费平台”二维码→左上角菜单“报名系统”

→ 报名项目→ 成人本科生申请学士学位专业课程水平考试费 

→ 登录（没有账号须先注册，注册时提供真实信息）→ 缴费（报

考 1门缴 80元，报考 2门缴 160元，报考 3门缴 240元）。 

 

  

      

“缴费平台”二维码 

二、考试工作 

1. 考试组织 

甘肃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考试命题、组织、阅卷和成

绩公布等相关工作。 

2. 考试科目 

（见附件 1） 

3. 考试时间 

2020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 

科目一：08︰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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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二：10︰10～12︰10 

科目三：14︰00～16︰00 

4. 考试地点 

甘肃农业大学稼穑创客 4 楼继续教育学院（图书馆西侧），

具体考场安排考前公布。 

三、防疫工作要求 

1.根据学校疫情防控要求，为避免人群聚集，陪同人员和校

外车辆一律不得进入校区。建议考生提前规划停车、住宿和用餐

等事宜。考生入场、离场均由学校西大门通行，除考试时间外，

其余时间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在考场及校园内逗留。 

2.考生从甘肃农业大学西门进入学校，所有考生须出示本人

身份证及健康防疫码，体温正常且“健康码”显示为“绿码”的，

可参加考试；体温正常且“健康码”显示为“黄码”的，持七天

内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证明，可参加考试；“健康码”显示为“红

码”以及连续三次测温超过 37.3℃的考生，不能参加考试。对体

温检测异常且短期无法判定原因的考生，经征求本人意见，坚持

继续考试的，上报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经同意后，安排在专用隔

离考场考试。 

3.考生进入学校、考场时不得因为佩戴口罩影响身份识别。

考试期间，考生自备口罩。考生在进入考场前必须佩戴口罩，进

入考场后考生自行决定是否佩戴口罩。隔离考场的考生必须全程

佩戴口罩。 

4.所有考生考试前应尽量减少外出活动，避免去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活动。省内考生考试前两周不应离开居住所在地，省外

考生应于考前两周返回，居家观察备考。 

5.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者、确诊病例

密切接触者等“四类人员”以及考前 14天内有疫情高风险地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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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旅居史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各涉考工作人员考前 14天全

部在省内且无新冠肺炎病史、隔离史和接触史，无疫情重点地区

旅居史，各涉考人员全程做好个人防护。 

四、相关要求 

1.各相关学院、函授站于 10 月 26 日前将考生名单（EXCEL

格式，字段包括：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学院、专业名称、联

系电话，见附件 2）学院领导签字盖章后，自学考试考生名单送

继续教育学院自考中心办公室（稼穑创客 407 室），电子版发邮

箱至 149649983@qq.com；成人函授考生名单送继续教育学院成

教中心，电子版发邮箱至 254732833@qq.com。 

2.考生进入考场要进行“人证同一性”认定，严禁替考发生。

对提供虚假信息进行报名的考生，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由考生

本人承担。 

3.考生报名填报信息不正确或不符合要求，造成无法报名成

功，审核不通过，缴费不成功等由考生本人承担责任。 

4.各有关学院、函授站要对参加考试的考生开展考风考纪宣

传教育活动，端正考试态度，严肃考风考纪，杜绝考试作弊行为

的发生，确保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 

 

附件：1.甘肃农业大学成人本科生学位专业课程考试科目表 

2.甘肃农业大学成人本科生学位专业课程考试报名表 

（联系电话：0931-7631646   党老师） 

 

 

                        甘肃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20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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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甘肃农业大学成人本科生学位专业课程考试科目表 

专业名称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草业科学 

08:00-10:00 科目一 草坪管理 

10:10-12:10 科目二 草地资源调查与规划 

14:00-16:00 科目三 牧草与草坪草种子学 

植物保护与检疫 

08:00-10:00 科目一 植物虫害检疫 

10:10-12:10 科目二 植物病害检疫 

14:00-16:00 科目三 植物保护政策与法规 

农学 

08:00-10:00 科目一 作物育种新技术 

10:10-12:10 科目二 设施农业 

14:00-16:00 科目三 作物栽培生理 

现代园艺 

08:00-10:00 科目一 园艺植物生理学 

10:10-12:10 科目二 园艺植物育种学 

14:00-16:00 科目三 园艺植物栽培学 

动物检疫与食品

检验 

08:00-10:00 科目一 家畜解剖学 

10:10-12:10 科目二 兽医微生物学 

14:00-16:00 科目三 兽医临床诊断学 

林学 

08:00-10:00 科目一 林木生态工程 

10:10-12:10 科目二 林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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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6:00 科目三 水土保持概论 

园林 

08:00-10:00 科目一 园林花卉学 

10:10-12:10 科目二 园林生态学 

14:00-16:00 科目三 园林绿地规划设计 

土地资源管理 

08:00-10:00 科目一 土地管理学 

10:10-12:10 科目二 环境土壤学 

14:00-16:00 科目三 国土资源调查与评价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00-10:00 科目一 食品机械与设备 

10:10-12:10 科目二 食品分析 

14:00-16:00 科目三 食品微生物 

水利水电建筑工

程 

08:00-10:00 科目一 水利水电工程测量 

10:10-12:10 科目二 灌排工程 

14:00-16:00 科目三 水土钢筋混凝土结构 

汽车运用工程 

08:00-10:00 科目一 交通安全 

10:10-12:10 科目二 物流工程 

14:00-16:00 科目三 汽车节能技术 

动物科学 

08:00-10:00 科目一 动物遗传育种 

10:10-12:10 科目二 羊生产学 

14:00-16:00 科目三 饲料添加剂学 

农业经济管理 

08:00-10:00 科目一 农业政策学 

10:10-12:10 科目二 农业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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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6:00 科目三 农业经济与管理 

应用生物技术 

（动物） 

08:00-10:00 科目一 现代生物技术 

10:10-12:10 科目二 动物遗传育种 

14:00-16:00 科目三 动物胚胎移植 

 

应用生物技术（植

物） 

08:00-10:00 科目一 现代生物技术 

10:10-12:10 科目二 作物育种新技术 

14:00-16:00 科目三 植物组培与快繁 

现代农业技术 

08:00-10:00 科目一 农业概论 

10:10-12:10 科目二 管理学原理 

14:00-16:00 科目三 农业推广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08:00-10:00 科目一 机械制造基础 

10:10-12:10 科目二 机械原理 

14:00-16:00 科目三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农业水利工程 

08:00-10:00 科目一 水利水电工程测量 

10:10-12:10 科目二 灌排工程 

14:00-16:00 科目三 水土钢筋混凝土结构 

园艺 

08:00-10:00 科目一 园艺植物生理学 

10:10-12:10 科目二 园艺植物育种学 

14:00-16:00 科目三 园艺植物栽培学 

动物医学 

08:00-10:00 科目一 家畜解剖学 

10:10-12:10 科目二 兽医微生物学 



 

- 8 - 

 

14:00-16:00 科目三 兽医临床诊断学 

农林经济管理 

08:00-10:00 科目一 农业政策学 

10:10-12:10 科目二 农业统计学 

14:00-16:00 科目三 农业经济与管理 

财务管理 

08:00-10:00 科目一 会计学原理 

10:10-12:10 科目二 管理学原理 

14:00-16:00 科目三 电算会计 

法学 

08:00-10:00 科目一 法理学 

10:10-12:10 科目二 民事诉讼法学 

14:00-16:00 科目三 刑法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08:00-10:00 科目一 计算机组成原理 

10:10-12:10 科目二 计算机导论 

14:00-16:00 科目三 通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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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甘肃农业大学成人本科生学位专业课程考试报名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学院 专业名称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甘肃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20年 10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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