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12 月 23 日

9 成招/自考

星期六

成考落榜主因有四种
本报记者 徐 晗

今年参加成考的考生袁并没有全部如愿被成人院校录取遥 记者
从北京教育考试院成招办获悉袁考生分数低于全市录取最低控制分
数线袁考生分数未达到院校专业录取分数线袁加试成绩未达标袁未满
足报考资格是四种导致考生落榜的主要原因遥

统考成绩低于全市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考生成考文化课统考
成绩未达到全市录取最低
控制分数线袁将无法参加录
取遥 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
由北京市招生考试委员会
参照考生统考科目成绩和
本市招生计划规模划定遥

相关辅导教师介绍袁
成人高考录取率较高袁但
仍然是选拔性考试遥 近年
来袁 考生成绩低于全市录
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是考生
落榜的主要原因遥 一般来
说袁 这部分考生的文化课

知识基础较薄弱袁 可能也
未投入足够时间精力备
考遥 如果考生复习不充分袁
知识基础薄弱袁 就可能因
成绩无法达到录取线而落
榜遥 这类考生要尽早着手
复习遥

自考毕业审定 12 月 19 日至 21 日举行袁3700 余名考生进入复审遥 图为工作人员
正在核对材料遥
本报记者 孙梦莹 摄

志愿竞争激烈导致线上落榜
近日有考生打电话袁询
问为何自己的成绩比录取最
低控制分数线高袁 却没有被
录取钥 北京教育考试院成招
办负责人介绍袁 北京成招录
取在统考成绩超过本市最低
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中进
行袁 但并不是考生超过最低
录取控制分数线就一定被录
取袁 还要看考生所报考志愿
的实际录取分数线遥

对于部分专业而言袁最
终的录取分数线可能与全
市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接
近袁甚至完全相同遥 但如果
考生报考的学校和专业过
于热门袁该专业的实际录取
分数线也将水涨船高袁甚至
远超全市录取最低控制分
数线遥 因此袁就会出现部分
考生达到本市最低录取控
制分数线袁但因没达到该学

校或专业的实际录取分数
线袁最终未被录取的情形遥
考生填报志愿时袁如果
想增加被录取几率袁可考虑
服从志愿调剂遥 这样考生如
果所报志愿落榜袁也有机会
被本校调剂到其他专业遥 考
生如果不愿服从调剂袁也可
参加全市调剂录取袁在各校
剩余计划中袁未必没有考生
心仪的专业遥

加试成绩不达标
也有一些考生文化知
识基础并不差袁却输在专
业加试成绩上遥 对于艺术
类专业及少数需要加试
的其他类别专业袁学校会
依据文化课成绩和加试
成绩两项标准录取遥 如果
考生未参加加试袁或加试
成绩未达标袁都将被野一
票否决冶遥 比起文化课袁美
术尧音乐等专业基础的培
养更需要时间遥 如果考生
专业基础差袁 要尽早准
备袁 或选择其他专业报
考遥
相关艺术类专业老师
介绍袁以往有些考生轻视专

业加试的难度袁以为随便画
两笔就能通过加试遥 专业功
底的积累一般短期内难有
明显效果袁考前再突击现学
是不现实的遥
根据自身情况不同袁考
生备考专业加试的方式也
会不同院如果之前参加过专
业课学习袁 有一定基础袁可
不用投入太多时间袁但要通
过练习维持状态袁考前再重
点巩固曰 如果没有专业基
础袁就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
力遥
从往年招生情况看袁声
乐尧舞蹈尧美术尧设计类等专
业一般需要加试遥 各校的专

业加试内容不同遥 考生要提
前了解准备报考院校加试
的具体内容袁有针对性地备
考遥 如果感觉自身专业课基
础较差袁考生可尽早跟随专
业人士学习袁或参加专业课
辅导班遥
美术类尧设计类专业一
般会加试素描和色彩袁考生
复习时要重点掌握这两方
面内容遥 声乐类专业课加试
根据层次不同有所差别袁包
括试唱练耳尧 乐理和声等遥
院校的专业课加试内容多
以考查基础技能和基本素
质为主袁考生复习时要重点
关注基础遥

不符合报考资格
除上述情况外袁往年还 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
有少数考生因不清楚少数 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及以
专业特殊的报考限制条件袁 上资格证书袁或取得国家认
在不符合报考资格的情况 可的普通中专相应专业学
下报考了相关专业袁从而未 历曰或县级及以上卫生行政
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
被录取遥
容易出现此类情况的 证书并具有中专学历或中
是医学门类专业遥 据了解袁 专水平证书遥 报考护理学专
报考成人高校医学门类专 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
业的考生要具备以下条件院 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护
报考临床医学尧 口腔医学尧 士证书遥 报考医学门类其他
预防医学尧中医学等临床类 专业的人员应当是从事卫
专业的人员袁应当取得省级 生尧医药行业工作的在职专

业技术人员遥 考生报考的专
业原则上应与所从事的专
业对口遥
除医学类专业外袁少数
院校及专业有特殊的报考
限制要求袁比如一些专升本
专业要求考生专科学历必
须与所报专业对口等遥 北京
教育考试院成招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袁 考生报名成考
时袁要细读叶招生简章曳及所
报院校叶招生章程曳袁避免误
报不符合条件要求的专业遥

论文申请成功 按时到校报到
本报讯渊记者 孙梦莹冤
北京自考各主考校近期陆
续组织自考论文申请成功
的考生到校报到遥 北京教育
考试院自考办相关负责人
提醒袁 考生要按时到校报
到袁 办理注册等相关手续袁
参加论文辅导讲座遥
报到时袁考生要携带身
份证尧自考准考证及叶北京
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
论文审定表曳遥 部分主考校
在报到期间或之后安排撰
写毕业论文的基础培训遥 培
训讲座对考生写作有重要
的指导作用袁考生要认真听
讲袁仔细记录遥
讲座上袁主考校相关导
师一般会就选题尧 写作程

序尧学术规范尧数据及材料
搜集方法等内容进行培训袁
帮助考生了解论文写作的
基础知识袁 以便更顺利尧高
质量地完成论文遥 参加过主
考校论文讲座的自考毕业
生程蕾介绍袁论文辅导讲座
是考生学习撰写毕业论文
的第一课袁能学到许多写论
文的基础常识袁对首次进行
专业学术论文写作的自考
生来说是个学习的好机会遥
北京教育考试院自考
办相关负责人提醒袁考生对
待专业论文袁要像对待自学
考试笔试课程一样袁诚信写
作袁切莫抄袭遥 毕业论文写
作作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本科考试计划中的一个重

要环节袁是对考生学业水平
和研究能力的综合检验袁也
是对考生在学期间运用所
学知识和习得分析问题尧解
决问题能力的最后一次重
要训练遥
自考本科段考生除要
通过专业考试计划的全部
课程渊含笔试尧口试尧实习尧
实验冤外袁还要满足毕业论
文经答辩成绩优良的条
件袁 才可由主考院校授予
相应学科学位遥 考生论文
成绩若只达到合格袁 可申
请补做遥 考试院自考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袁 论文补做
以当次论文申报条件为
准袁 一旦本科毕业就不允
许再补做论文遥

明年 12 月
能源管理专业毕业证主考校变更
本报讯渊记者 孙梦莹冤
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自
考办获悉袁 能源管理专业
渊专科冤尧渊独立本科段冤的毕
业申办调整袁能源管理专业
渊专科冤 和 渊独立本科段冤
2018 年 12 月 毕 业 办 理 期
起袁毕业证书由北京建筑大
学副署盖章遥
2018 年 6 月申办毕业
并通过审定的能源管理专
业渊专科冤考生袁仍取得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副署盖章的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毕
业证书遥 自 2018 年 12 月毕
业办理期起袁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不再接受本专业的毕
业申请袁毕业证书由北京建
筑大学副署盖章遥
能源管理专业渊独立本
科段冤考生袁2018 年 6 月申
办毕业并通过审定袁仍取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署盖
章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
科毕业证书遥 符合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学位授予条件的
考 生 袁2018 年 下 半 年 仍 可
申请该校的学位证书遥 自
2018 年 6 月起袁成功申请毕
业论文的考生袁毕业论文由
北京建筑大学负责指导遥 自
2018 年 12 月 毕 业 办 理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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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不再
接受本专业的毕业申请袁毕
业证书由北京建筑大学副
署盖章遥
北京教育考试院自考
办相关负责人提醒袁自
2017 年起袁 已经停考能源
管理师职业能力水平证书
考试袁并不再发放能源管理
师职业能力水平证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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