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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 2021 年 1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报名报考须知 

 

广东省 2021 年 1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于 1 月 9日至 10 日

举行。现将本次报名报考须知事项安排如下： 

一、报名时间 

新生预报名时间为 11 月 17日 10:00-11 月 20日 12:00，正

式报名时间为 11月 17 日 10:00-11 月 20 日 17:00。考生报考时

间为 11 月 23 日 14:00-26 日 17:00，缴费时间为 11 月 24 日

10:00-27日 17:00。 

二、报名条件 

凡在我省居住和工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性别、

年龄、民族、种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均可参加我省自学

考试。港澳和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及外籍人士，也可按规定参

加我省自学考试。 

三、报名报考手续 

首次参加自学考试的新考生须先办理新生报名手续，然后

才可选择课程报考。已进行过新生报名并取得准考证号的考生

可直接报考（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1）。 

（一）新生报名   

新生报名分预报名和正式报名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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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报名。新生通过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网址：

https://www.eeagd.edu.cn/selfec/，下同），从【考生入口】

通道进行预报名。根据《关于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调

整有关事项的通知》（粤考委〔2018〕1号）规定，新生报名只

能选择调整后的专业名称。预报名时考生须录入个人信息并设

置个人密码，预报名成功后将得到唯一的预报名号，预报名号

仅当次有效。考生预报名成功后还须完成本人手机绑定才能进

行正式报名。 

2.正式报名。本次正式报名全部网上进行，考生须凭当次

预报名号，在规定时间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ID：

gdsksy）小程序进行正式报名（操作可参考附件 2）。正式报名

成功后将获得唯一准考证号，所有考生务必牢记。考生身份验

证过程中采集的证件照是考生在自学考试管理系统中唯一存档

照片（要求见附件 3），将用于包括毕业证照在内的所有自考

业务办理。因面容特征变化等原因无法线上报名或报名信息（含

照片）未能通过审核的考生，可前往市招考中心自考科进行报

名(须提前电话预约，联系电话 0751-8912116），11 月 23 日后

不予受理。 

（二）考生报考 

所有考生均须在报考前先注册“粤康码”，然后通过广东

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从【考生报考】通道报考课程，并进行网

上缴费。考生报考时如未绑定联系手机，则须先完成本人手机

绑定方可报考，需要修改已绑定手机的也可通过报考菜单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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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绑定】功能进行解绑和重新绑定。无法自行解绑手机的，

考生需携带身份证原件到市招考中心自考科进行解绑。 

考生进入自学考试管理系统报考页面，须认真、完整阅读

并同意报考须知的全部内容（含《广东省自学考试诚信报考承

诺书》，见附件 4）后方能报考。在开展建立自学考试诚信报考

档案试点的地市，考生违背《广东省自学考试诚信报考承诺书》，

当期考试无正当理由缺考 2 门课程或以上，将被认定为无故缺

考，并记入考生诚信报考档案；在省考办组织的下一期自学考

试中，在建立诚信报考档案试点的地市只能报考不超过 2 门课

程，非试点地市仍可自由报考。考生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

报考，诚信应考。 

考生可根据各考区考位供给情况选择考区报考，每个考生

每次考试只能报考一次，且只能选择一个考区参加考试，在保

存或修改报考信息时须进行短信验证，以确认考生的报考操作，

报考时确认的联系手机和通信地址将作为各级自考办当次考试

联系考生的重要渠道，考生务必认真核对，确保准确无误，因

填写错误或填写他人手机号码导致的后果由考生承担。考生在

确认报考信息前，须认真核对选择的考区和报考课程是否正确。

考区和报考课程一经考生确认，不得增加、删减、更改，确认

报考后所交报考费一旦网上缴纳，不予退还。考生缴费后必须

再次登录自学考试管理系统，检查交费状态是否为“已缴费”，

以此确认是否报考成功，如遇问题应及时与各市自考办联系。

考生应避免在最后时间报考课程和缴费，以免因停电、网络堵

塞等原因导致错过报考和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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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持有我省自考准考证但未曾采集电子相片的考生，在报

考前必须提前联系市招考中心自考科预约现场采集，现场采集

时请携带身份证、准考证、电子证件照片（图像大小为 168*192，

蓝底）办理。       

四、打印准考证 

考生须在考试开始前 10天内登录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

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上将载明考生参加当次各科考试的座位信

息。准考证用普通 A4 纸打印，严禁伪造、变造或擅自涂改，严

禁在准考证正反面做任何标记。正处于隔离医学观察治疗、集

中隔离观察期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复检阳性人员、无症状

感染者以及无“粤康码”绿码的考生，不得打印准考证。打印

准考证过程中如遇问题，向当地市自考办咨询。 

五、参加考试注意事项 

（一）所有考生均须凭网上自行打印的当次考试的准考证、

本人有效身份证（含临时身份证、公安机关出具的用于参加国

家教育考试的带照片的身份证明，不含电子身份证；军人、港

澳和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及外籍人士可持考籍登记的对应证件）

和“粤康码”绿码参加考试。 

（二）所有考生必须自觉遵守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

防疫要求（附件 5），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各项规定和要求。

考前 14天考生应每天在“粤康码”中如实申报个人健康情况，

如实填写考前 14 天个人健康信息申报表（附件 6），并在接受

考前检查时向考点工作人员提供。正处于隔离医学观察治疗、

集中隔离观察期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复检阳性人员、无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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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感染者以及无“粤康码”绿码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考前

和考试中监测、检查发现身体状况异常的考生，经评估不具备

参加考试条件的，不得参加考试。考生隐瞒身体异常情况，提

供虚假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考生应随身准备口罩（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外科口罩）

参加考试，按照当地自考办和考点的要求，配合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考生进入考点，应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理及疫情防控安

排，不得在考点内随意走动，与他人保持 1 米以上距离，避免

近距离接触、交流，考试结束后迅速离开考点，不聚集。 

（四）考生在考试期间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立即向

考点工作人员报告。 

（五）考生要遵守防疫规定和要求，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按要求提供健康证明材料，自觉接受管理。 

六、成绩公布与复核申请 

（一）成绩公布 

本次考试成绩预计在 2021 年 2 月 28 日左右公布，届时考

生可通过自学考试管理系统查询合格成绩，通过省教育考试院

官方微信小程序查询全部考试成绩，具体安排请留意省教育考

试院官方网站相关信息。 

（二）成绩复查申请 

 1.申请复查程序。在我市参加考试的考生如对本人某科成

绩有异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向我市招考中心提出

成绩复查申请，具体时间、地点等安排将在韶关市教育局官网

中公布，当次考试成绩公布 10个工作日后不再受理成绩复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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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成绩复查仅限于复查答题有无漏评、漏记分、错记分、加

错分，评分标准、评分细则以及对答题评分宽严有异议等问题

不在复查范围之内。 

2.复查结果告知。省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按照相关规定组

织专人进行试卷复查后，复核结果将通过自学考试管理系统通知

考生，对复查后发现分数有误的还将书面通知考生（按报考时

考生确认的通信地址寄送）；我市申请成绩复查的考生请自行

上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查询，市招考中心不再另行通知复查

结果。 

七、违规处理  

广东省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将严格按照《国家教育考试

违规处理办法》及相关规定严肃处理违纪作弊考生，并如实将

相关信息记入诚信档案，涉嫌组织作弊、替考等违法犯罪行为

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广大考生务必诚信应考。 

考试违规处理事先告知书和违规处理决定书将按照当次报

考时考生确认的联系手机和通信地址邮寄。考生也可在成绩公

布后，通过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查询违规处理的相关情况。 

八、其他 

（一）根据《关于调整我省成人高考和自学考试收费标准

的复函》（粤价函〔2008〕352号），我省自学考试费标准为每

科 37 元。 

（二）残疾考生参加自学考试需考试机构在考试期间提供

合理便利的，应在报考课程前持本人第二代及以上《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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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残疾人证》向当地市考办提出正式书面申请，报考结束

后不予受理。 

（三）成绩公布、我市考位情况等其他未尽事宜，请考生

密切关注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微信号：gdsksy)、网站

（网址： http://eea.gd.gov.cn ）、韶关市教育局官网

（http://jy.sg.gov.cn/）相关讯息。 

 

附件：1.广东省2021年1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报考流程图 

2.广东省2021年1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线报名操作指 

3.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电子相片采集标准 

4.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诚信报考承诺书 

5.广东省 2021年 1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防疫要求 

6.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健康信息申报表 

7.各市自学考试办公室联系电话 

http://eea.gd.gov.cn）相关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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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 2021 年 1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报名报考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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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 2021 年 1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在线报名操作指引 
 

第一步：预报名-网页端 

登录网址 https://www.eeagd.edu.cn/zkselfec/login/login.jsp

在网页端完成预报名信息录入，获取预报名号，并牢记预报名时设置的

密码。 

第二步：采集相片-小程序端 

（1）在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小程序上选择报名相片采集，选择考

生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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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考试列表中找到自考报名相片采集，输入预报名号与预报名

时设置的密码登录。 

    

 

 
 

（3）按指引拍摄清晰的正面人像照片 

拍摄的相片会进行人脸识别身份核验、活体检测（真人检测）与相

片质量检测，请拍摄本人清晰的面部相片，避免面部任何遮挡，不要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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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证件照，尽量保持背景简单并与穿着的颜色有一定区别。 

拍摄上传成功后会出现如下界面 

 

 

如果拍摄后提示人脸识别不通过，可能为以下原因： 

1.拍摄的人像与公安部身份证相片差别较大。 

2.系统鉴定为非真人（比如翻拍相片）。 

3.生成证件照质量较差。 

识别不通过时可以点击人脸识别结果查看不通过原因并重新尝试，

当多次尝试不过后可以选择通过人工审核方式提交（需补充身份证正反

面、手持身份证相片），等待人工审核（审核仍不通过的，及时与当地

自学考试办公室联系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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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生成准考证号-小程序端 

在小程序首页找到自考报名确认的入口，输入预报名号与密码后生

成准考证号，完成正式报名。 

因照片审核未通过等原因无法获取准考证号的，应及时联系当地市

自学考试办公室完成正式报名，11月 23 日后不再受理。 

注意：只有相片采集经审核通过的考生才能生成准考证号完成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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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相片采集在人工审核中的需等待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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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电子相片采集标准 

 

1.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淡蓝色底）证件电子照片，

照片必须清晰完整，与本人相貌一致。 

2.成像区上下要求头上部空 1／10，头部占 7／10，肩部占

1／5。采集的图像大小最小为 192×168（高×宽），单位为：

像素。成像区大小为 48ｍｍ×42ｍｍ（高×宽）。 

3.电子照片须显示双肩、双耳，露双眉，衣着端正，不着

与背景同色的上衣，人像清晰，神态自然，无明显畸变，脸部

无局部亮度，背景无边框。不得上传翻拍照、全身照、风景照、

生活照、大头贴、背带（吊带）衫照、艺术照、侧面照、不规

则手机照等。 

4.电子照片不得佩戴饰品，不得佩戴粗框眼镜（饰品、眼

镜遮挡面部特征会影响考试期间身份核验）。 

5.此照片将作为本人准考证唯一使用照片，将用于考试期

间的人像识别比对及毕业申请的照片审核，不符合要求的照片

会影响考生的考试及毕业等，由此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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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诚信报考承诺书 

 

为倡导诚信考试理念，共同构建诚信社会，本人理解并自

愿同意接受以下内容： 

1.自愿诚信报考，诚信考试，不无故缺考，不违纪作弊。 

2.知悉并同意省、市关于建立广东省自学考试考生诚信报

考档案的相关规定。 

3.如当次考试无故缺考 2 门课程或以上的，自愿在省考办

组织的下一期自学考试中报考不超过 2门课程。 

4.当次考试被认定为无故缺考而被记入诚信报考档案后，

本人认为有正当理由的，会在当次考试结束后 10天内向当次考

试所在地市考办提交相关佐证材料，说明缺考理由，提出诚信

报考档案修复申请。不按此时间提出诚信报考档案修复申请而

影响到报考科次或考点选择的，由本人愿意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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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广东省 2021 年 1 月自学考试考生防疫要求 

1.所有考生须注册“粤康码”，未注册“粤康码”的考生不得打

印准考证，无“粤康码”绿码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粤康码”

非绿码的考生，应及时到相关部门核实。打印准考证时须在自

学考试管理系统中如实填报“粤康码”状态等信息。 

2.考生须进行考前 14 天自我健康观察，每日如实在“粤康

码”中进行健康情况申报，同时如实填写考前 14 天个人健康信

息申报表（见附件），并在参加每场考试时提交考点工作人员。 

3.考生应注意个人卫生和防护，考前 14 天内，不前往国内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不出国（境），不参加集聚性活动，尽

量避免与外地来粤人员接触。 

4.尚在外地的考生应了解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及

时返回，并按属地化要求和规定进行管理，以免耽误考试。从

境外或高风险地区返粤及“粤康码”红码的人员，按我省卫生防

疫相关规定和当地防疫要求采取隔离措施。 

5.考前 14 天内出现发热、干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

腹泻等身体状况异常（以下简称身体状况异常）、有境外或中、

高风险地区活动轨迹的人员，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应立即按

当地防疫要求报告，同时报告当地教育考试机构，按规定及时

到发热门诊进行排查和核酸检测，并逐一进行综合研判评估其

是否具备正常参加考试的条件。 

6.低风险地区的考生，考前 14 天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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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的，须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非低风险地区的所有

考生，均须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或提供考前 7 天的检测

报告。正处于隔离医学观察治疗或集中隔离观察期的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复检阳性人员、无症状感染者以及无“粤康码”绿码

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7.考生进入考点时须向考点工作人员出示手机上的“粤康

码”绿码，进入考场前将手机放在指定地方。考生进入考点均

要佩戴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接受准

考证、身份证和“粤康码”核查。出现身体异常情况的考生，

可根据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指引，先在临时观察区进行复核评估

后作下一步处置，经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专业评估，在保障广大

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前提下，综合研判是

否具备正常参加考试的条件，具备参加考试条件的，由专人引

导前往备用隔离考场；不具备参加考试条件的，不安排参加考

试。 

8.考生进入考场前应用速干手消毒剂进行手消毒或者洗手；

进入备用隔离考场的，必须用速干手消毒剂进行手消毒，且考

试过程应全程佩戴口罩。 

9.低风险地区，考生在进入考场前要佩戴口罩，进入考场就

座后，可继续佩戴；非低风险地区、备用隔离考场的考生要全

程佩戴口罩。考生进行身份核验时需摘除口罩，不得因为佩戴

口罩影响身份核验。 

10.考试结束后，考生要按监考员的指令有序离场，保持人

员间距，减少交谈。考点可安排各考场错峰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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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考生应遵守疫情防控规定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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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健康信息申报表 

姓名（签名）：                      身份证号码：                     

准考证号码：                       联系电话：                       

序号 日期 健康信息 

行程记录 14天内是

否与确诊

病例接触 

是否离开过

广东省 

是否去过疫情高、中风险及 

重点地区 

1 1 月 9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是  □否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2 1 月 8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是  □否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3 1 月 7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是  □否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4 1 月 6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是  □否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5 1 月 5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是  □否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6 1 月 4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是  □否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7 1 月 3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是  □否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8 1 月 2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是  □否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9 1 月 1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是  □否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10 12 月 31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是  □否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11 12 月 30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是  □否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12 12 月 29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是  □否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13 12 月 28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是  □否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14 12 月 27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是  □否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15 12 月 26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是  □否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注: 1.考生须认真、如实申报，在相应的□内打√。如出现感冒样症状，喘憋、呼吸急促

恶心呕吐、腹泻，心慌、胸闷，结膜炎以及其他异常的须如实填写信息情况。 

2.考生应自行打印、填写本申报表，并在接受检查时向考点工作人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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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各市自学考试办公室咨询电话一览表 
 

地市 咨询电话 

广州市 020-83862072 

韶关市 0751-8912116 

深圳市 0755-82181999 

珠海市 0756-2121325 

汕头市 0754-88860197 

佛山市 0757-83352756 

江门市 0750-3503934 

湛江市 0759-3339667 

茂名市 0668-2270141 

肇庆市 0758-2843139 

惠州市 0752-2399622 

梅州市 0753-2180858 

汕尾市 0660-3390696 

河源市 0762-3389506 

阳江市 0662-3333920 

清远市 0763-3383491 

东莞市 0769-23126082 

中山市 0760-89989286 

潮州市 0768-2805032 

揭阳市 0663-8724409 

云浮市 0766-8830608 

注：如有变更，以各市最新公布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