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下半年免考通知 
 

第一步：2020 年下半年辽宁省自考免考开始网上申请。申请时间 2020 年 10 月 20 日 9

时—10 月 25 日 17 时。考生请登录辽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上服务平台

（http://zk.lnzsks.com/lnzk.wb）进入“免考申请”，选择专业及所要免考课程，填写免考所

依据的材料信息，同时上传每项材料对应的照片，检查确认无误后保存提交。 

要求：文件类型为JPG或JPEG格式，文件不得小于50K、不得大于1M（照片像素大于 200x200）。 

第二步：提交审核通过后，请考生登陆平台完成缴费。缴费支付方式为个人支付。免考

审定费为 30 元/生。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支付免考审定费，如未能按时支付，视为放弃

本次免考申请。 

第三步：免考审定结果反馈时间 2020 年 11 月 17 日 9 时—11 月 23 日 17 时，考生在此时

间内自行通过网上服务平台查询审核结果。 

如有问题可致电 02489745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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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传媒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20 年 10 月 19 日 

 

附件 1：免考材料下载说明 

同学可点击网址（http://extract.lncu.cn/），输入身份证号和验证码下载本人信息，

仅限 2020 年 8 月将免考材料发到邮箱的同学。 

附件 2：申请免考流程 

一、考生请登录辽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上服务平台（http://zk.lnzsks.com/lnzk.wb）进

入“免考申请”。 

 

http://zk.lnzsks.com/lnzk.wb
http://extract.lncu.cn/
http://zk.lnzsks.com/lnzk.wb


 

 

二、输入考生姓名、准考证号、密码及验证码，点击提交。 

注：如果准考证号忘记，可以通过此页面有个“准考证号查询”，输入身份证号即可查到；

如果密码忘记，可以点找回密码项找回。 

 

三、证书上报方式选择“个人”。下方栏目选择“本科专业”，找到自己的对应专业。 

 

四、选择证书类型，点击“增选证书”。 



 

 

 

五、1.毕业证、备案表和成绩单课免考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英语 A 级或四级或公共英语三级考试(PETS)合格证书可免考英语（二）。 

说明：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如果艺术英语考试成绩在 60 分及

以上，则此科不用做免考。 

3.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合格证书可免考计算机基础（理论+实践）。说明：此项只限动画

专业学生。 

 

六、上传证明文件。同学可点击网址（http://extract.lncu.cn/），输入身份证号和验

证码下载本人信息，仅限 2020 年 8 月将材料发到邮箱的同学。 

http://extract.lncu.cn/


 

 

 

 

七、必选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选填项：英语（二），如果前面上传了“英语 A 级或英语四级或公共英语三级考试(PETS)合

格证书”照片。不可选“艺术专业英语”。 

 
八、核对信息，点击保存，提交审核。 



 

 

 

九、审核通过后缴费。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支付免考审定费，如未能按时支付，视

为放弃本次免考申请。建议同学在提交申请后随时登陆系统查看是否有缴费信息。 

 

 

 

 

 

 

 

 

 



 

 

附件 3：2020 年下半年办理免考人员名单 

 

 

安婧 程鑫 刚子瑶 郝小月 礼博雅

白恩铭 崔琎 高文君 郝寅龙 李楚萱

白海蓉 崔晶晶 高欣悦 何鑫 李东庭

白慧 崔酌 高嫣然 何宇 李都娇

白晓林 单东昇 高瑛梅 何智宇 李凡

白杨 单新颖 高宇 贺琳 李海帆

边宏源 单也 葛东晖 贺祉瑞 李浩

卞振隆 邓建权 葛松 侯世成 李鸿昱

蔡睿 董云璐 龚哲 胡彤雨 李嘉慧

曹芳 杜雅辰 谷心如 黄可心 李嘉萌

曹紫悦 杜亚琦 顾祎璇 惠兆雪 李嘉怡

常昊 杜羽菲 郭格言 贾一涵 李娇

常佳星 杜志豪 郭俊廷 姜丽婷 李金徽

陈佳兴 方启明 郭书羽 姜晓萱 李可欣

陈秋橙 费弘 郭涛 姜喆 李敏

陈胜男 冯宝静 郭雪姮 解清岚 李明宇

陈顺阳 冯宁 郭焱 金畅 李箫然

陈思琪 冯鑫 韩东 金靖彦 李一鸣

陈思雨 付常玉 韩露缘 孔令辉 李宇鸿

陈艺斗 付强强 韩斯蒙 兰欣鹏 李雨晴

李雨茹 刘佳源 卢鑫洋 庞清林 孙萌

李月笙 刘家豪 路庭艳 齐畅 孙明阳

李振 刘嘉辉 罗飞飞 邱美焕 孙琪

李志伟 刘嘉欣 吕姿 曲宏硕 孙小龙

李卓伦 刘静阳 麻喜洋 全奇 孙鑫

梁海艳 刘俊彤 马成宇 任婧娴 孙宇

梁会媛 刘满 马聪 任蕊 孙宇霆

梁家兴 刘然 马家旭 尚凝钰 汤可婷

梁云铭 刘思妤 马若琳 邵楠 汤薪玉

廖惠萍 刘旺 马声斯 申卓益 唐慧龄

林健 刘昕炎 马雪晗 生嘉诚 唐亮

刘艾斯 刘馨格 马跃 石安玉 滕海同

刘安琪 刘岩东 马振涵 史超 田博宇

刘秉鑫 刘洋 马智程 史淼鑫 佟玲

刘炳君 刘洋-广告学 满可心 史天宇 万宝锟

刘畅 刘昱彤 孟令浩 宋明明 万冰

刘东绪 刘媛媛 孟怡峣 宋文玉 万佳一

刘尔玉 刘贇 弭硕 宋泽 王东生

刘冠臻 柳海宇 穆瑶 苏音 王国富

刘光鑫 龙洋 潘香羽 孙福如 王极腾



 

 

 

 

 

 

 

- 结束 - 

王杰 王茁 杨柏申 翟雨晴 张学峰 赵一骏

王婕 位健婷 杨富威 张贝贝 张耀月 赵伊楠

王金菓 魏百莹 杨高明 张超 张祎航 赵咏琪

王京通 闻鑫 杨宏宇 张功 张艺龄 赵勇行

王俊懿 吴嘉宝 杨钧媛 张洪英 张绎晨 赵禹同

王凯晨 吴俊影 杨明辉 张敬皓 张宇卓 赵梓秀

王渌 吴仁伯 杨姗姗 张静 张媛媛 郑丹

王美臣 吴双宇 杨上 张美琪 张兆玥 周慧萍

王宁宁 吴彤 杨昕然 张孟研 张子锌 周霖

王其泓 吴悦铭 英壮 张绮梦 张子玥 周双冬

王珊珊 武佳欣 尤欣玮 张权德 张紫璇 周逸

王晟暄 肖瑶 于爱东 张师源 赵洪进 周紫瑛

王爽力 熊佳颖 于常龙 张诗琪 赵欢 朱玥

王巍 徐鹏洋 于昊新 张思纯 赵佳阳 祝嘉骏

王晓路 徐晴 于泓博 张天远 赵芹 邹琳

王信茹 徐源泽 于佳 张婷婷 赵天祺 邹松辰

王雨晴 许昌江 于志惠 张望 赵彤

王雨婷 许鑫 余博任 张文涛 赵婉彤

王悦童 许勇 袁野 张西侃 赵馨竹

王泽蕙 轩梓薇 岳茜茹 张欣 赵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