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2020 年春季招生简章 

 

西南财经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全国重

点大学，也是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90 余年的办学历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特色、文化

传统、精神内涵和社会声誉。黄浦浣花风雨长，光华柳林谱华章。学校始终与国家民族共命运，格

致诚正，兴学报国；始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经世济民，励精图强，在国家经济腾飞中写下了隽永

篇章。学校着力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学科生态体系，形成了以经济学

管理学为主体、金融学为重点、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特色，拥有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会计学和

统计学 4 个国家重点学科，5 个省级重点一级学科。 

 西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经过长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师资力量雄厚、教

学资源丰富、办学层次完整的教育体系。学校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遍及四川、广东、云南、

广西、浙江、上海、新疆等三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现代远程教育秉承“严谨、勤俭、求实、

开拓”的校训，管理规范、治学严谨。我校现代远程教育 2020 年春季招生相关情况和办法如下： 



 

  

一、 招生专业目录 

层次 专业名称 学习形式 
基本学制

（年） 

收费学分 

（个） 
招生区域 

高中起点专科 

金融管理 网络教育 2.5 年 82 四川省 

保险 网络教育 2.5 年 82 四川省 

会计 网络教育 2.5 年 82 四川省 

专科升本科 

经济学 网络教育 2.5 年 86 四川省 

财政学 网络教育 2.5 年 86 四川省 

投资学 网络教育 2.5 年 86 四川省 

市场营销 网络教育 2.5 年 86 四川省、广东省 

人力资源管理 网络教育 2.5 年 86 四川省、山东省、广东省 

金融学 网络教育 2.5 年 86 全国 

保险学 网络教育 2.5 年 86 全国 

工商管理 网络教育 2.5 年 86 全国 

会计学 网络教育 2.5 年 86 全国 

财务管理 网络教育 2.5 年 86 全国 

行政管理 网络教育 2.5 年 86 全国 

高中起点本科 

金融学 网络教育 5年 156 全国 

保险学 网络教育 5年 156 全国 

工商管理 网络教育 5年 156 全国 

会计学 网络教育 5年 156 全国 

财务管理 网络教育 5年 156 全国 

 

注：各校外学习中心根据我校核定的招生计划和当地生源情况，在以上专业中选择部分或全部专业

招生，各校外学习中心具体招生专业以“西财在线”预报名系统公布为准。 

 

二、 招生对象 

 面向社会招生，以在职人员为主。报考高中起点本科、专科考生必须具有高中、职高、技校、

中专及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报考专科起点本科考生必须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或专科以上学历；



 

报读春季的学生，专科毕业证书取得时间不得晚于当年 2 月 29 日。 

 

三、 报名时间和方法 

（一）报名时间：自 2019 年 10 月 25 日开始，暂定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结束。 

（二）报名方法：考生登录“西财在线”（https://www.swufe-online.com）-“网教招生预报名”预

报名，或者进入西南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登录微信报名系统预报名，再持下列

报名材料到我校或我校所设各校外学习中心进行现场确认，报名材料包括：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2.报考专升本考生需提供毕业证在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

上的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认证报告； 

3.户口所在地非报名点所在省份的考生需提供在报考所在地的社保证明或居住证等证明； 

4.申请免试入学的学生还需交验免试证明材料原件，提交免试证明材料复印件（A4纸）。 

 

四、 入学考试时间、地点、考试科目和免试条件 

（一）入学考试：网上报名成功且已完成现场确认的考生，需参加由我校自主命题的入学考试，

学校根据考试成绩和当地招生计划择优录取，入学考试统一采取指定考点上机考试的方式进行。 

（二）考试时间：随到随考，参加考试时间不晚于 3 月 20 日（暂定）。 

（三）考试地点：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校区或我校所设各校外学习中心。 

（四）考试科目：高中起点本科、专科考试科目为语文和英语；专科升本科考试科目为大学语

文和大学英语。 

（五）入学考试模拟试题可在“西财在线”—“下载中心”第 14 项下载。 

（六）入学考试免试条件及所需的免试证明材料如下：  

报名层次 免试条件 证明材料 

专科升本

科 

参加最近一年全国成人高考专科升本

科考试，成绩达到本省（市、区）录

取最低控制线下 30分以上，或数学、

英语单科成绩皆在 60分以上者 

本人准考证和成绩通知单 

国民教育系列本科二学历报考者。 
毕业证书以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

历认证报告 

高中起点

本科 

参加最近一年成人高考或普通高考成

绩达到本省（市、区）规定的高中起

点本科录取分数线以上者 

本人准考证和成绩通知单 

国民教育系列本科二学历报考者。 
毕业证书以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

历认证报告 

高中起点 参加最近一年成人高考或普通高考成 本人准考证和成绩通知单 



 

专科 绩达到本省（市、区）规定的高中起

点专科录取分数线以上者 

国民教育系列专科二学历报考者 
毕业证书以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

历认证报告 

高等专业证书获得者 高等专业证书、高等专业证书学员登记表（含成绩表） 

通过国家 CET3级及以上者 等级证书 

所有层次 

现役及退役军人、人民警察 士兵证、军官证、退伍证、警官证、人民警察证 

参加过“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

作”项目的考生 
由县级以上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证明 

参加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

特设岗位计划”项目的考生 

省级教育部门统一制作，教育部监制的“特岗教师”

证书和服务“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

划”鉴定表 

参加过“三支一扶”计划项目的考生 

各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高校毕

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的复印件（此证书由全国

“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监制） 

参加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项目的考生 

提供由共青团中央统一制作的服务证和大学生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 

 

五、 录取、交费及注册 

（一）凡被我校录取的新生会收到录取手机短信并立即取得纸质的《入学须知》以了解入学事项办

理方法。还可凭身份证在校外学习中心领取《录取通知书》。 

（二） 网上交费 

    1.收费标准，根据国家相关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如下： 

（1）报名、入学考试费：报名费 40 元，入学考试费 80 元（符合免试条件者免交入学考试费）； 

（2）学费：我校高中起点专科、专科升本科按学分分两年收费。其中，高中起点专科每学年按

41 个学分、专科升本科每学年按 43 个学分收费；高中起点本科分四年，每学年按 39 个学分收费。

具体收费标准以交费平台显示为准。 

以上费用未含国家规定的统考课程的考试考务费，统考课程的考试考务费按教育部有关规定执

行。在一个教学周期内未修满学分者，可在下一教学周期内补修或重修，再次重修课程根据教育和

物价部门的规定酌情收取重修课程考试费，不再另外收取其他费用。 

2.交费：我校学生实行网上交费，请勿将费用转至任何个人账户，以防上当受骗。网上交费途

径有两种：A.使用火狐或谷歌浏览器打开“西财在线”首页，点击右侧“学生网上交费平台”-“网络

教育学生交费”交费（支持微信和支付宝付款）；B.通过我院官方微信下方的“个人服务”-“网上

交费”交费（仅支持微信付款）。请学生使用中文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登录并核对本人相关信息后交

纳第一学年相关费用。 

（三） 注册 



 

学生网上交费后，我校会按照教育部规定进行新生电子注册。逾期未交费者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六、 教学资源 

我校统一免费配置数字化学习资源，包括课件、作业、电子教材等，可通过电脑和移动设备进

行学习。学校在西财在线公布相应课程的指定参考书目，并提供购买渠道，学生可自行购买。 

七、 教学方式 

我校现代远程教育主要以在职业余学习为主，学生通过网络在线学习平台或移动学习 APP 利用

数字化资源自学的基础上，通过在线辅导、在线讨论、网上作业、课程导学等互动教学手段进行学

习，并参加校外学习中心组织的助学活动和学校组织的课程考试完成学业。 

 

八、 毕业、证书、学位 

1. 高中起点专科学生在学习期间取得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足额交纳费用，由西南财经大学颁发成

人类专科毕业证书，并进行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 

2. 专科升本科学生在学习期间取得专科升本科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足额交纳费用，并通过国家规

定的统考课程后，由西南财经大学颁发成人类本科毕业证书，并进行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毕

业生如符合《西南财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授位条件者，由

本人提出申请，经西南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相关学科学士学位。 

3.高中起点本科学生在学习期间取得本科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足额交纳费用，并通过国家规定的

统考课程后，由西南财经大学颁发成人类本科毕业证书，并进行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毕业生

如符合《西南财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授位条件者，由本人

提出申请，经西南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相关学科学士学位。 

4.毕业证书：符合毕业条件后，由学校发给国家承认的西南财经大学成人学历类毕业证书，毕业证

书上注明姓名、出生日期、所学专业、层次、学习年限、学习形式（网络教育）。 



 

 

 

九、 特别提示 

◆对学习者的基本要求 

我校网络教育实施基于互联网的学分制教学模式，学生以在职人员为主，要求学习者应具备计

算机上网学习的基本条件，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及计算机网络运用的基本条件和技能，报名者

可通过浏览“西财在线”网站（http://www.swufe-online.com）、电话咨询等方式，全面了解教与学

的各个环节、学习形式和特点等，以便顺利完成学业。 

◆本科层次部分公共课全国统考 

根据教育部（教高[2004]5 号）文件规定，本科层次学生须参加全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学校网络

教育公共基础课统一考试。高中起点本科 3 门公共基础课为：大学英语(B)、大学语文(B)、计算机

应用基础；专科起点本科 2 门公共基础课为：大学英语(B)、计算机应用基础。全国统考每年三次，

学生取得学籍后，可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多次报考。统考课程合格方可取得教育部高等学历教育毕业



 

生电子注册资格。统考针对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特点，重在检验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水平及应用能

力。 

◆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公共基础课统一考试课程免考条件及免考科目 

 免考条件 免考科目 

1 已具有国民教育系列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   全部科目 

2 非计算机类专业，获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一级 B 或以上

级别证书 

计算机应用基础 

3 2006 年 1 月 1 日前，非英语专业，获得大学英语等级考试 CET 四

级或以上级别证书 

大学英语（B） 

4 2006 年 1 月 1 日前，非英语专业，参加改革后的四、六级考试，

成绩达到 425 分 

大学英语（B） 

5 非英语专业，获得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 PETS 三级或以上级别

证书  

大学英语（B） 

6 非英语专业，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成人教育学位英语考试合

格证书  

大学英语（B） 

7 非英语专业，入学注册时年龄满 40 周岁  大学英语（B） 

8 非英语专业，户籍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以身份证

为准)  

大学英语（B） 

9 已参加统考，且成绩通过  已考科目 

符合免试条件的考生不参加统考，但必须按有关规定办理免试手续。 

◆学生必须为所提供的报名证件和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南财经大学继续（网络）教育学院负责报名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备案，但我院不是学历审查和

鉴定机构，对报名者提供的报名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对所提供的学历证书是否属于国民

教育系列或是否虚假，不具有权威认定资格，也不承担任何责任。我校公布的录取名单及发放的《录

取通知书》仅表示考生通过了我校网络教育入学考试，批准其在我校进行网络教育的学习。学生的

报名资料如经教育部学历认证部门审核不合格或报名考试过程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将取消其学籍和

学历电子注册。因此，学生必须确保所提供的毕业证等资格证书及有关报名资料的真实性，如有不

实，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提供者本人负完全责任。凡持不符合条件的毕业证书（如伪造证书、

非国民教育系列证书、地方颁发只在地方承认的证书、未按教育部规定进行电子注册的高等教育毕

业证书等）报名者，一经查明，一律取消学生的录取资格和学习资格，注销学籍，所交费用一律不

予退还。 

十、 学分积累项目 

根据国家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的要求，为了满足

在职人员随时参加学习，提升个人能力的需要，学校开设了“学分积累”非学历教育项目。 

“学分积累”指没有取得入学资格的前提下，选学我校所开设的专业。 



 

（一）招生对象：主要面向在职人员和有学习愿望、学习能力和学习条件的人员，学历、专业不限。 

（二）入学、学费、课程设置 

1.学分积累项目常年招生，免试入学； 

2.收费标准：按学分收费，与同年级、层次学历教育学生一致； 

3.经本人申请参加考试合格后，取得相应学分。 

（三）学分积累与转换 

符合入学条件后，可申请参加学校组织的入学考试（入学考试成绩当年有效），考试通过后，

在规定时间内提出转为同层次学历教育申请，通过入学资格审核后可转为相应专业学历教育学生，

此前 6 年内取得的课程合格成绩对照入学年级的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及学分予以认定。 

 

十一、 详情咨询 

（一）招生报名相关事项可到我校及我校所设各地校外学习中心咨询。 

（二）学校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邮编：610072 

（三）学校咨询电话：4000810651   QQ：800013499 

（四）E-mail：swufecjy2005@163.com 

（五）网上查询：www.swufe-online.com  

 

本招生简章由西南财经大学继续（网络）教育学院负责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教育部

出台新政策，将按新政策执行。 

 

西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专业主要课程介绍 

金融管理专科 会计专科 保险专科 会计学专升本 

金融风险管理 

银行营销管理 

金融理财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一） 

会计电算化 

预算会计 

金融企业会计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一） 

保险学原理 

保险实务 

风险管理 

营销心理学 

中级财务会计 

成本管理会计 

审计学 

税法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二） 

工商管理专升本 金融学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专升本 经济学专升本 

市场营销策划 

人力资源管理 

运作管理与实务 

服务营销 

公司金融 

投资学 

国际金融学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劳动经济学 

劳动法 

领导科学与艺术 

经济学原理 

中国经济思想史 

中国经济概论 

公司金融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二）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二） 员工招聘与聘用管理 投资学 

财务管理专升本 投资学专升本 保险学专升本 市场营销专升本 

中级财务会计 

成本管理会计 

财务管理 

税法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二） 

投资学 

公司金融 

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 

风险投资 

资产评估 

人寿与健康保险 

财产与责任保险 

保险法 

公司金融 

保险企业经营管理 

市场营销策划 

渠道管理 

运作管理与实务 

服务营销 

市场调查与预测 

行政管理专升本 财政学专升本 财务管理高起本 保险学高起本 

行政管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经济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领导科学与艺术 

财政学 

国家税收 

财务管理 

税法 

中国财税史 

财务报表分析 

预算会计 

风险管理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一） 

中级财务会计 

成本管理会计 

财务管理 

税法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二） 

保险学原理 

保险实务 

风险管理 

营销心理学 

人寿与健康保险 

财产与责任保险 

保险法 

公司金融 

保险企业经营管理 

工商管理高起本 金融学高起本 会计学高起本  

市场营销 

商务谈判 

消费者行为学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一） 

市场营销策划 

人力资源管理 

运作管理与实务 

服务营销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二） 

金融风险管理 

银行营销管理 

金融理财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一） 

公司金融 

投资学 

国际金融学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二） 

会计电算化 

预算会计 

金融企业会计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一） 

中级财务会计 

成本管理会计 

审计学 

税法 

信息化应用能力实训（二）

  

 

 



 

西南财经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一览表 

    学习中心数据截止 2019 年 10 月 25 日，实时数据可在“西财在线”-“网络教育”-“学习中心”查看。 

四川省外学习中心 

序号 招生区域 依托单位名称 办公电话 地  址 

1 

江西省 

 

江西科技管理专修学院 
0791-86178795 

13177777724 
西昌市青山湖区北京东路 458号东方银座五楼 A 

2 上饶市人才职业培训学校 
15070072783 

18970316022 
上饶市赣东北大道亿升广场南座 605 

3 江西朗沣职业培训学校 15079072641 抚州市临川区学府路 56号东华理工大学科技园 112 

4 江西赣州现代开放职业学校 0797-8316003 赣州市章贡区红旗大道 86号 

5 新余市职工学校 
0790-6669819 

0790-6667922 
新余市仙来西大道 13号新余职工学校 3楼 

6 安徽省 安徽肥西职业技术学校 
0551-65288282 

13966659093 
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 287号合轻大厦 9F 

7 

浙江省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0571-86739010 

0571-86967921 

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 118 号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商发展

中心 11202办公室 

8 永康市海洋职业专修学校 
0579-87112335 

0579-87181827 
永康市下园朱 20－1号 

9 宁波三江教育专修学校 
18868660978 

0574-62733789 
宁波市俞家桥路 131号 

10 温州市鹿城区晟世文化培训中心 
0577-56619993 

13634248896 
温州市鹿城区高田路 5号 

11 上海市 上海市黄浦工商进修学院 
021-6321411 

021-63213734 
黄浦区滇池路 110号 2楼 

12 

江苏省 

苏州市光明进修学院 0512-67774727 苏州市苏站路 1599号好百年国际商业广场 3号楼 3楼 

13 南京军地专修学校 
025-83230888 

13372009008 
南京市雨花台区共青团路 33号 



 

14 
山东省 

德州市博文继续教育培训学校 
0534-2366901 

15053445187 
德州市德城区德兴北路 699号天翔大厦 10楼 1002 

15 济南市山交教育培训学校 13589099525 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中路 118号 

16 海南省 海南省银行学校 0898-66726479 海口市南沙路 48号海南省银行学校 

17 广东省 广东金融学院 
020-37216813 

020-37216810 
广州市沙河龙洞迎福路 527号 

18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0771-5891524 

0771-5859961 
南宁市民族大道 61号 

19 河南省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0371-66880228 郑州市管城区郑尉路 18号 

20 
湖南省 

湖南宁乡楚才培训学校 13677344142 长沙市宁乡市春城北路梦港湾大酒店 3层 

21 衡阳市珠晖区中德汽车职业专修学校 13873431638 衡阳市石鼓区解放路中建国际大厦 11009室 

22 天津市 天津市静海区润杰职业培训学校 
022-60931732 

022-60529793 
红桥区丁字沽一号路 8号河北工大北院 

23 
山西省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0351-3059269 

13934248668 
太原市迎新街南巷 10号 

24 山西培深科技专修学院 18636198884 太原市小店区坞城路 109号司法学校综合楼 7层 

25 

河北省 

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0311-80788910 石家庄市南二环东路 20号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成教办公室 

26 邢台现代职业学校 
15131990990 

0319-733572 
邢台市桥西区建设大街 186号（原市工业学校） 

27 邯郸市第一财经学校 
0310-7973660 

0310-7973680 
邯郸市从台区青年路甲 32号 

28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财经信息职业学校 
0472-5165087 

0472-5253518 
包头市职业教育园区包头财经信息职业学校 

29 内蒙古机电应用专修学院 

15024925000 

13190519994 

13347112338 

呼和浩特市新华西街 88号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18109966876 库尔勒经济开发区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商务经济管理学院 

31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 0997-2521970 阿克苏市迎宾路 59号 



 

13709979222 

32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导航考研培训中心 
0951-2080988 

13995210416 
银川市西夏区文昌北街综合楼（北方民族大学正门对面） 

33 云南省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0871-65819965 

13888304529 

昆明市龙泉路 408 号云南财经职业学院培训中心一号楼 104 办

公室 

34 贵州省 贵州省邮电学校 0851-86833928 贵阳市安云路 33号贵州省邮电学校 206室 

35 重庆市 重庆市中华会计函授学校 
18996067198 

023-63215222 
两江新区湖霞街 6 号 

36 辽宁省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15040275687 

024-62837669 

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街道 38 号辽宁金融职业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教学楼 105 

四川省内学习中心 

序号 招生区域 依托单位名称 办公电话 地  址 

37 

成都市 

西南财经大学继续（网络）教育学院 4000810651 青羊区光华村街 55号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校区励志楼 113室 

38 成都市汇学邦培训学校 028-88492288 龙泉驿区驿都中路 6号天立广场 1栋 3楼 

39 成都市温江区知金商务进修学校 028-82721919 温江区南江路 208 号拉菲国际 5楼 

40 成都城市建设技工学校 
15881155845 

13882121966 
武侯区佳灵路 22号教学楼 211教室 

41 成都高起点职业培训学校 
13668208696 

18215500330 
青羊区大有巷 2号上翔堂一楼 102号 

42 四川弘道经理学院 
028-85180827 

17364812163 
高新区天府大道 1700 号新世纪环球中心 N2区 601 

43 四川大唐专修学院 
028-87772477 

028-87761150 
金牛区花牌坊街 2 号行政楼 115室 

44 成都市郫都区美博博雅培训学校 
19934434723 

13880498648 
郫都区郫筒街道西大街 309号 2楼招生办公室 

45 成都墨辞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8380225509  

028-83889630 
彭州市龙塔路 96号 

46 金堂县中川教育培训学校 15228996138   金堂县幸福横路 16号 



 

13880444818 

47 自贡市 自贡职业技术学校 
0813-8200945 

15984192931 
板仓工业园区沿滩新城自贡职业技术学校成人教育中心 

48 宜宾市 四川省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 0831-8252962 南岸西区大湾路（鲁能 C街区后） 

49 泸州市 泸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0830-3173210 

13679690880 
龙马潭区九狮路三段 3号 

50 德阳市 德阳广播电视大学 0838-2502063 泰山北路 121号 

51 

绵阳市 

四川省绵阳财经学校 18011603258 游仙经济试验区华兴南街 2号 

52 绵阳涪城区汶旗文化培训学校 18280226895 涪城区临园路东段 58号 

53 中国共产党江油市委员会党校 
0816-3267749 

13568277822 
江油市纪念碑街东段 300号 

54 广元市 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 13980159165 利州区上西天后路 113号学校培训科 

55 遂宁市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0825-2891379 南津北路 460号 

56 南充市 四川省南充中等专业学校 
0817-2270056  

0817-2335538 
顺庆区北湖路 366 号 

57 广安市 广安市成才高教自考辅导站 0826-2326755 广安区金安大道三段 63号 

58 达州市 达州广播电视大学 
0818-2380030 

0818-5959180 
通川区西外金龙大道 105号 

59 雅安市 雅安行政学院 
13981608656 

13608260369 
雨城区正和路 3号 

60 乐山市 峨眉山市旅游学校 
0833-2117318 

15183397766 
峨眉山市乐峨路 15号 

61 凉山彝族自治州 四川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15308151238 西昌市太和路教育卫生园区 



 

西南财经大学网络教育学生报名学习流程图 
 

 

 

 

 

 

 

 

 

    

 

 

 

                                                                                                        

 

 

 

 

 

 

 

 

 

 

 

 

 

 

 

 

 

 

 

 

 

 

 

 

 

 

 

 

 

网上报名 

考生登录 http://www.swufe-online.com/z 进行

网上预报名，或者扫描网络教育学院官方微信，登录微信报

名系统报名，上传相关附件。报名成功后，现场确认前，考

生可随时登陆报名系统修改报名信息。 

复习备考 

考生可在我校“西财在线”—“网络教

育”—“招生报名”—“资料下载”一栏查

看入学考试模拟题 

现场确认 

考生持有效身份证件在规定时间内到所

选学习中心进行现场确认，核对自己的报名

信息，签字确认。 

现场确认 

考生持有效身份证

件和相关报名材料在规

定时间内到所选学习中

心进行现场确认，核对

自己的报名信息，签字

确认，提交免试材料，

学习中心审核免试条

件。 

 

获取招生信息 

考生登录“西财在线”或到各个学习

中心查看《招生简章》，了解招生信息。 

 

参加入学考试 

现场确认成功以后考生持有效身份证件

在学习中心参加入学考试，入学考试采取固

定地点机考的方式进行，考试合格以后系统

自动录取。 

交费 

被录取的学生在学习中心领取《录取通知书》和《入

学须知》，学生使用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登录我校交费平台

交费，交费成功以后学习平台自动开通。根据学习中心要

求参加开学典礼及入学教育。 

 

 

符合免试条件 不符合免试条件 

http://www.swufe-online.com/z


 

 

 

 

 

 

 

 

 

 

 

 

 

 

 

 

 

 

 

 

 

 

 

 

 

 

 

 

 

 

 

 

 

 

 

 

 

 

 

 

 

 

 

 

 

“学分积累”非学历教育

转学历教育 

“学分积累”非学历教育学

生在取得有效前置学历证书

后与所在学习中心联系，可

申请转为学历教育学生，取

得正式学籍。 

取得学籍 

学校对已交费确认的

学生进行入学资格复查，

复查后报教育部进行新生

电子注册，通过新生电子

注册后取得正式学籍。 

 
登陆学习平台 

凭帐号（学号）及密码，登陆学习平台后开始网上学习。

根据学习中心要求参加开学典礼及入学教育。 

 

学习过程 

根据学校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学生通过课件点播、

网上作业、参加讨论区活动、阅读电子教材等方式完成平

时学习。系统自动记录学习过程，并评定平时成绩，平时

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40%。 

统 考 

本科学生须参加全国现

代远程教育试点学校网络教

育公共基础课统一考试。 

统考需学生自行登陆统

考网站注册、报考及缴费。

考试一年 3 次，学员取得学

籍后可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多

次报考。考试科目：高起本 3

门（大学英语 B、大学语文 B、

计算机应用基础），专升本 2

门（大学英语 B、计算机应用

基础）。 

 

课程考核 

    学生完成课程学习，且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命题的

考试，取得相应课程成绩。 

期末考试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60%。 

 

单独考核课程 

毕业前，本科学生根据学校

统一安排撰写毕业论文，专

科学生撰写社会实践报告。 

选课及约考 

每年 4 月 15-30 日，10月 15-30 日必须完成本学期期

末要参加考试的课程约考。同时，制定自己的选修课学习

计划。 

 

交费 

被录取的学生在学习中心领取《录取通知书》和《入

学须知》，学生使用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登录我校交费平

台确认个人基本信息并完成交费，交费成功以后学习平

台自动开通。 

 

学位申请 

本科毕业生符合《西南财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

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授位条件者，由本人提出申请，经西

南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授予相关学科学士学位。 

毕 业 

学生在校期间取得教学计划规定学分，足额交纳费用，本科

学生通过国家规定的统考课程，完成毕业信息网上校对后，由西

南财经大学颁发成人类毕业证书，毕业证书上注明姓名、出生日

期、所学专业、层次、学习年限、学习形式（网络教育）等，并

进行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 

 

图像采集 

毕业前参加学校统一组织

的毕业生电子图像信息采

集。确保“学信档案”学历

照片链接无误。 

学位外语水平考试 

学位外语水平考试合格是

申请学位的必要条件之

一。具体报考细节可向所

在学习中心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