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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是华南地区财经政法人才培养

高地、广东省“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特色高校提升计划建设学校、广东省大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学校、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年获

批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建于���� 年，办学以来，一代代广财人秉承“厚

德、励学、笃行、拓新”校训，坚持“育人为本，全面发展；因材施教，学以致用”的

人才培养理念，培养了大量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科学精神、人文素养、专业知

识和国际视野，勇于开拓创新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东财经大学现有广州和佛山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 亩；已形成以经

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体，文学、理学、工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协同发展的特色

学科体系；现有 ��个教学科研单位，专任教师���� 余人，全日制本科生、研究

生 ����� 多人。现有�� 个本科专业、�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个硕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点，�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广东财经大学于 ���� 年获得自学考试主考学校资格。学校自考学历教育

的整体规划和组织实施由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合署）负责。我校自考

学历教育，开展“自学考试与高职高专相沟通”和“自学考试面向社会助学”两种

助学模式，有自考主考专业 ��个（本科��个，专科�� 个）。

学校简介



�.学生通过线下集中面授和线上学习，能更系统灵活地完成课程学习；

�.主讲教师深耕一线教学，拥有多年的自学考试教学经验。

（一）广东财经大学教学点����年招生专业

（一）学习形式

（二）收费项目：自学考试辅导学费、考试费、论文指导实践考核费。

（三）收费标准

表�

�.自学考试辅导费：自学考试辅导周期为�年，按年度收取辅导费，专科艺术类专业收费标

准：����元/生/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收费标准：����元/生/年。由学生本人通过广东财 经

大 学 继 续 教 育 学 院 的“ 综 合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学 生 端 ）”h t t p : / / s c e mis.

gdufe.edu.cn/imisS/login.html进行缴费。学校严禁任何教学点或个人代收代缴学生

专科：应考者不受民族、性别、年龄、职业、信仰、已受教育程度、居住区域和身体条件

等限制，均可根据自己的爱好或职业的需要自主地选择报考专业。

本科：国家承认学历的专科毕业生及专科在读学生。

学习形式为业余，学习周期为�年。日常教学和管理由社会助学教学点协助我校组织。

（二）考试形式
�.考试时间：统考科目每年按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安排的时间。

�.自学考试实行课程学分累计制：每科考试合格后即可获得该课程的学分，不及格者，可参

加该门课程下一次的考试。

�.考试地点：委考和实践课程考试在我校或社会助学机构，其它课程一般由市考办统一安

排在所在地区考点进行。

学生在获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合格成绩后，按省考办规

定申请毕业登记，可获得由广东省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广东财经大学副署的自学考试毕业

一、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办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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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点招生专业及收费标准

三、招生对象

四、学习和考试形式

五、毕业及待遇

1

本科

专科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环境艺术设计

艺术学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

中185号三楼
联系电话：18124206717

广州市海珠区蓝星
培训学校

2 本科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

新天地C栋806
联系电话：020-85289386

广州市天河区明辰教育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3 本科
视觉传达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环境设计
艺术学

广东清远市清城区城区
凤翔大道5号东方巴黎

1号楼b梯1913
刘老师：13538965962

清远市清城区睿冠
教育培训中心

序号 层次 2022年招生专业 学位授予
教学点报名地址

和联系电话
广东财经大学自学考试社

会助学教学点名称

4

本科

专科

视觉传达设计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艺术学
地址一：深圳市福田区

深南路兴华大厦Ｂ座12楼
陈老师：15016711637  

地址二：深圳市宝安区新安
街道新安26区前进一路

玖悦雅轩商场一楼L1-08 
向老师：18124110788

深圳市福田区
袋鼠课堂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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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学考试辅导费。
�.考试费：��元/科次，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收取。

3.论文指导实践考核费:500元/生，由学生本人通过广东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综合
管理信息系统（学生端）”进行缴费。



证书。国家承认学历，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自考毕业生就业、出国留学、报考研究生、公务员

以及积分入户等方面享受普通高校同层次毕业生同等待遇。本科毕业生达到学位要求可申

请广东财经大学学士学位。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年11月

咨询电话：各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教学点报名咨询电话（见表�）或广东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网络教育学院（合署）咨询电话：���-��������。

六、报名时间及咨询电话

七、自学考试专业的考试计划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代码：������ 学历层次：本科）

0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必考 笔试03708

类型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类型 考试方式课程代码

0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必考 笔试03709

003 设计素描 3 必考 实践考核00694

004 设计色彩 3 必考 实践考核00695

005 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
3DMAX) 6 必考 实践考核09233

006 艺术设计基础 3 必考 实践考核05712

007 设计原理 3 必考 笔试09235

008 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 6 必考 实践考核08717

009 编排设计 4 必考 实践考核09236

010 字体设计 4 必考 实践考核00713

011 系列书籍装帧设计 5 必考 实践考核 05546

012 网页设计 4 必考 实践考核04693

013 VI设计 3 必考 实践考核10418

014 艺术设计毕业设计 8 必考 实践考核09240

101 英语（二） 14 选考 笔试00015

102 设计美学 3 选考 笔试04026

环境设计（专业代码：������ 学历层次：本科）

0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必考 笔试03708

类型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类型 考试方式课程代码

0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必考 笔试03709

003 设计素描 3 必考 实践考核00694

004 设计色彩 3 必考 实践考核00695

005 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
3DMAX) 6 必考 实践考核09233

006 艺术设计基础 3 必考 实践考核05712

007 设计原理 3 必考 笔试09235

008 立体构成 3 必考 实践考核07122

009 材料工艺学 4 必考 实践考核09237

010 设计表现技法 4 必考 实践考核08513

011 展示设计 4 必考 实践考核 00711

012 室内设计 5 必考 实践考核09238

013 室外环境景观设计 5 必考 实践考核09239

014 艺术设计毕业设计 8 必考 实践考核09240

101 英语（二） 14 选考 笔试00015

说明：
1.选考课101至104课程中须选考不少于14学分。
2.绘画、雕塑、美术学、艺术设计、摄影、动漫、工业设计、数字媒体艺术、服装设计、园林艺术设计、家具与室
内设计、建筑设计、城市园林、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平面与广告设计方向）、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游戏美工方
向）专业专科毕业生可直接报考本专业，其他专业专科（或以上）毕业生报考本专业须加考201至203三门课
程，已取得相同名称课程考试成绩合格者可申请免考。
3.本专业仅接受国民教育序列的专科（或以上）毕业生申办毕业。

103 设计调查 6 选考 实践考核10419

104 装饰表现 5 选考 实践考核10420

201 素描 4 加考 实践考核04317

202 色彩 5 加考 实践考核04315

203 设计基础 6 加考 笔试10177

课程设置：必考课14门58学分，选考课4门28学分，加考课3门1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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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播设计 与制作（专业代码：������ 学历层次：专科）

0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必考 笔试03708

类型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类型 考试方式课程代码

0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必考 笔试03709

003 设计基础 6 必考 笔试10177

004 艺术概论 4 必考 笔试00504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代码：������ 学历层次：本科）

0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必考 笔试03708

类型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类型 考试方式课程代码

0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必考 笔试03709

003 英语(二) 14 必考 笔试00015

004 艺术概论 4 必考 笔试00504

005 阴影与透视 3 必考 委考08508

006
多媒体技术应用 3 必考 实践考核

多媒体技术应用 3 必考 笔试05710

05711

007
Visual Basic程序设计 3 必考 笔试07759

VB程序设计 2 必考 实践考核04196

008
文字图形创意 2 必考 委考08509

009

文字图形创意 3 必考 实践考核08510

010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3 必考 委考08511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3 必考 实践考核 08512

设计表现技法 4 必考 委考04027

010 设计表现技法 4 必考 实践考核08513

011
广告与包装设计 2 必考 委考08514

计算机三维绘图 3 必考 委考

广告与包装设计 4 必考 实践考核05710

08516
012

计算机三维绘图 3 必考 实践考核08517

计算机图形学 4 必考 委考04644
013

计算机图形学 1 必考 实践考核04645

014 工业设计方法学 4 必考 委考05387

015

201

毕业设计 不计学分 必考 实践考核07999

素描(五) 4 加考 委考08494

素描 4 加考 实践考核

委考

实践考核

委考

实践考核

委考

实践考核

04317

说明：
1.101至104课程中须选考不少于14学分。
2.绘画、雕塑、美术学、艺术设计、摄影、动漫、工业设计、数字媒体艺术、服装设计、园林艺术设计、家具与室
内设计、建筑设计、城市园林、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平面与广告设计方向）、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游戏美工方
向）专业专科毕业生可直接报考本专业，其他专业专科（或以上）毕业生报考本专业须加考201至203三门课
程，已取得相同名称课程考试成绩合格者可申请免考。
3.本专业仅接受国民教育序列的专科（或以上）毕业生申办毕业。

103 设计调查 6 选考 实践考核10419

104 装饰表现 5 选考 实践考核10420

201 素描 4 加考 实践考核04317

202 色彩 5 加考 实践考核04315

203 设计基础 6 加考 笔试10177

课程设置：必考课14门57学分，选考课4门28学分，加考课3门15学分。

102 设计美学 3 选考 笔试04026

说明：
1.数字媒体艺术、工业设计、艺术设计、平面（含广告、包装、装潢等）设计、动漫设计、机械设计、产品造型设
计、室内设计专业专科毕业生可直接报考本专业，其他专业专科（或以上）毕业生报考本专业须加考201至
204，已取得相同名称课程考试成绩合格者可申请免考。
2.本专业仅接受国民教育序列的专科（或以上）毕业生申办毕业。

色彩 5 加考04315

平面构成 4 加考01775
203

平面构成 2 加考08495

色彩构成 3 加考08496
204

色彩构成 2 加考08497

课程设置：必考课15门78学分，加考课4门27学分。

202
色彩 3 加考0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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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代码：������ 学历层次：专科）

附件：毕业证书及本科学位证书样式

0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必考 笔试03708

类型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类型 考试方式课程代码

0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必考 笔试03709

003 设计基础 6 必考 笔试10177

004 艺术概论 4 必考 笔试00504

005 素描 4 必考 实践考核04317

006 色彩 5 必考 实践考核04315

007 平面构成（一） 5 必考 实践考核10351

008 色彩构成（一） 5 必考 实践考核10409

009 制图基础 4 必考 实践考核03815

010 标识设计 5 必考 实践考核10413

011 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 6 必考 实践考核 10414

012 装饰材料 6 必考 实践考核10415

013 照明设计基础 6 必考 实践考核10416

014 艺术设计毕业实习 8 必考 实践考核10417

课程设置：必考课14门，70学分。

005 素描 4 必考 实践考核04317

006 色彩 5 必考 实践考核04315

007 平面构成（一） 5 必考 实践考核10351

008 色彩构成（一） 5 必考 实践考核10409

009 招贴设计 6 必考 实践考核10410

010 POP广告设计 3 必考 实践考核10411

011 计算机辅助设计（Photoshop) 6 必考 实践考核 10412

012 标志设计（一） 5 必考 实践考核01422

013 版式设计（一） 5 必考 实践考核01423

014 艺术设计毕业实习 8 必考 实践考核10417

课程设置：必考课14门，6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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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学位证书样式毕业证书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