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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院〔2016〕20 号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公共基础课考核 

及成绩认定办法（试行） 

院内各部门：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是我院承担的全校非计算机类专业本科生重

要的公共必修课程，覆盖范围广、影响面大，对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

能力和计算机应用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有效保证学生的学习效

果，特制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公共基础课考核及成绩认

定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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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公共基础课考核 

及成绩认定办法（试行） 

（2016 年 10 月修订） 

一、 免修 

（一）免修条件 

1、课程《计算机应用技术 I》 

《计算机应用技术 I》的免修条件如下（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一项即

可）： 

1) 获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 WPS、一级 MS Office）证书； 

2) 获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 MS Office 高级应用）证书； 

3) 获得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即软考）初

级信息处理技术员证书。 

2、课程《计算机应用技术 II》 

《计算机应用技术 II》的免修条件如下（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一项即

可）： 

1) 获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 MS Office 高级应用）证书； 

2) 获得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即软考）初

级信息处理技术员证书。 

（二） 免修成绩的认定 

免修后，应依据本办法第四节的方法进行成绩认定。 

（三） 免修申请流程 

1、学生须于课程开课前至少一周填写《计算机公共基础课免修申请



表》，附相关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交任课教师核实证书、认定成绩、签字，

再由计算机公共基础教学部负责人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学副院长

审核签字，并盖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公章； 

2、学生提交以上材料到教务处学务科完成免修和成绩认定。 

二、 补考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机考相结合的形式对学生进

行考核，有别于传统的考核方式，因此不提供任何形式的补考、毕业前清

考及毕业前重修等考核形式。在开课学期考核未通过或成绩不理想的学

生，须重修该门课程（参见本办法第三部分），或依据所考取的证书重新

进行成绩认定（参见本办法第四部分）。 

三、 重修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仅提供跟班重修方式。重修成绩的认定办法按照所

选重修课程大纲的要求执行（需计入平时成绩）。 

重修的办理手续参照教务处相关规定执行。 

对于 2016 级之前的学生，因课程名称变化，重修时应按下表的规定

选择相应课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I》 《计算机应用技术 II》 

原《计算机文化基础（信

息应用技术）》（文科、艺

术类专业） 

√ √ 

原《计算机文化基础（信

息技术基础）》（理工、商

科类专业） 

× √ 

 

原课程 
新课程 



四、 依据证书进行成绩认定 

（一）证书与成绩的关系 

1、课程《计算机应用技术 I》 

1) 参加福建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信息技术、一级应用技术）并通

过者，直接将实际考试成绩认定为课程成绩。 

2) 参加福建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及以上等级）并通过者，将实际

分数再加 5分认定为课程成绩，最高分不超过 90 分。 

3) 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 WPS、一级 Office）并通过者，直

接将实际考试成绩认定为课程成绩。 

4) 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及以上等级）并通过者，将实际分

数再加 10 分认定为课程成绩，最高分不超过 95 分。 

5) 参加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并通过者，初

级合格计 80 分，中级合格计 90 分，高级合格计 100 分。 

6) 作为主要成员（排名前二位）参加省级及以上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

赛、信息技术应用、软件设计、程序设计等计算机类相关学科竞赛，

并获得二等奖及以上奖项的，省级二等奖计 80 分，省级一等奖或

国家级二等奖计 90 分，国家级一等奖计 100 分。竞赛项目认定与

否，由计算机公共基础教学部决定。 

2、课程《计算机应用技术 II》 

1) 参加福建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及以上等级）并通过者，直接将

实际考试成绩认定为课程成绩。 

2) 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及以上等级）并通过者，将实际分

数再加 5分认定为课程成绩，最高分不超过 90 分。 



3) 参加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并通过者，初

级合格计 70 分，中级合格计 80 分，高级合格计 90 分。 

4) 作为主要成员（排名前二位）参加省级及以上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

赛、信息技术应用、软件设计、程序设计等计算机类相关学科竞赛，

并获得二等奖及以上奖项的，省级二等奖计 80 分，省级一等奖或

国家级二等奖计 90 分，国家级一等奖计 100 分。竞赛项目认定与

否，由计算机公共基础教学部决定。 

3、课程《计算机文化基础》 

对于 2016 级之前的学生，学习的计算机公共基础课为《计算机文化

基础》（包含《信息应用技术》和《信息技术基础》），申请成绩认定的办

法按原政策实施，具体如下： 

1) 参加福建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并及格者，按实际考试成绩计

补考成绩。 

2) 参加福建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或更高等级）并及格者，按实际

分数再加 10 分计补考成绩，最高分不超过 95 分。 

3) 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并通过者，成绩优秀计 90 分，

良好计 80 分，及格计 60 分。 

4) 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或以上级别）并通过者，成绩优秀

计 95 分，良好计 85 分，及格计 70 分。 

5) 参加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并通过者，初

级合格计 80 分，中级合格计 90 分，高级合格计 100 分。 

6) 作为主要成员（排名前三）参加省级以上的信息技术应用、软件设

计、程序设计等计算机应用相关比赛，获二等奖及以上奖项的，排



名第一计 90 分，排名第二计 80 分，排名第三计 70 分。 

（二） 成绩认定办理流程 

1、学生填写《计算机公共基础课成绩认定申请表》，附相关证书原件

和复印件，交原任课教师核实证书、认定成绩、签字，再由计算机公共基

础教学部负责人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学副院长审核签字，并盖计算

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公章； 

2、学生提交以上材料到教务处学务科完成成绩认定。 

 

附件一：计算机公共基础课免修申请表 

附件二：计算机公共基础课成绩认定申请表 

 (以上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归厦门理工学院计算机公共基础教学部。) 



附件一：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免修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学生学号  学生姓名  

学生学院  专业班级  

课程名  教师姓名  

开课学期           --          学年  第        学期 

免修条件 

证书类型 证书成绩/等级 证书获得时间 

   

成绩认定情况说明： 

 

 

 

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最终认定成绩 

 

计算机公共基础教学部意见： 

 

 

 

教学部负责人签名： 

计算机学院教学副院长签名：                计算机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注：1、免修的成绩认定请务必附上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2、具体认定标准请参考“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的相关规定”。 

3、本表一式两份，分别由教务处、计算机公共基础教学部留存。 



附件二：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成绩认定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学生学号  学生姓名  

学生学院  专业班级  

课程名  教师姓名  

开课学期           --          学年  第        学期 

成绩认定条件 

原成绩 证书类型 证书成绩/等级 证书获得时间 

    

认定情况说明： 

 

 

 

 

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最终认定成绩 

 

计算机公共基础教学部意见： 

 

 

教学部负责人签名： 

计算机学院教学副院长签名：                计算机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注：1、成绩的认定请务必附上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2、具体认定标准请参考“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的相关规定”。 

3、本表一式两份，分别由教务处、计算机公共基础教学部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