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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上半年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专业课程延期考试日程安排表（第二周） 

            时 间 
学校、专业 

2020 年 8月 8日（星期六） 2020年 8月 9日（星期日）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华东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 

 C050114 （基础科段）（停考过渡） 

    

 汉语言文学专业 

 050101  （专升本） 

(09072)宋词研究 (00815)西方文论选读   

 公共关系专业             

 A050303 （专科）（停考过渡） 

 (09078)商务促销策划   

公共关系学专业 

120409T （专升本） 

    

 经济学专业        

 020101  （专升本）（停考过渡） 

(04762)金融学概论    

 电子商务专业 

 A020215 （专科）（停考过渡） 

 

 

   

电子商务专业 

120801  （专升本）（停考过渡） 

    

学前教育专业 

 040106  （专升本） 

(00887)儿童文学名著导读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A040109 （专科）（停考过渡） 

(05951)心理与教育统计 

 

(02108)实验心理学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340102   （专升本）（停考过渡） 

(05953)现代管理心理学 (05955)学校心理学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120210  （专升本）（停考过渡） 

(04135)会展产业概论 (00756)影视美学 

(04133)地方文化资源开发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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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 

学校、专业 

2020 年 8月 8日（星期六） 2020年 8月 9日（星期日）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专业 

  970202  （专科） 

 

 

 

   

英语专业 

  050201  （专升本） 

  

 

 (09075)英语修辞学 

  应用日语专业     

670206  （专科） 

   (00843)日语阅读（一） 

日语专业 

050207  （专升本） 

  (00612)日本文学选读 (09077)日语词汇学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专业 

630302  （专科） 

    

会计学专业 

120203K （专升本） 

    

  市场营销专业     

120202  （专升本） 

    

采购与供应管理专业 

630907  （专科） 

(05729)国际物流 (05731)采购绩效测量与商业分析   

采购管理专业 

120603T （专升本） 

 (03612)采购环境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事务专业 680503（专科） 

 

 

   

  法学专业 030101K （专升本）     

  金融管理专业  

  C020116（基础科段）（停考过渡） 

(00803)财务管理（Z） (00806)财务报表分析（二）（Z） 

 

(00801)会计学（Z） 

 

(00807)金融概论（Z） 

  金融管理专业          

  C020120 （本科段）（停考过渡） 

(11741)市场与市场营销（Z） 

 

(11742)商务沟通方法与技能（Z） 

 

(11751)企业成本管理会计

（Z） 

 

上海公安学院 

★公安管理学专业 

030612TK（本科段）（停考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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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 

学校、专业 

2020 年 8月 8日（星期六） 2020年 8月 9日（星期日）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复旦大学                    

  行政管理专业 

A030301（专科）（停考过渡） 

    

  行政管理专业        

  120402  （专升本） 

    

新闻学专业 

  050301  （专升本）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   

A082207 （专科）（停考过渡）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 

  B082208 （独立本科段） 

（停考过渡） 

    

计算机网络专业 

B080709 （独立本科段） 

（停考过渡） 

    

计算机软件专业 

B080711 （独立本科段） 

（停考过渡） 

  (06369)算法基础  

  ★护理学专业 

  A100701 （专科）（停考过渡） 

 

 

   

★护理学专业 

  101101  （专升本） 

    

上海交通大学 

自动化专业        

  080801   （专升本） 

（停考过渡） 

(02297)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02365)计算机软件基础（二） (02293)检测与转换技术 (02294)微机控制技术 

计算机及应用专业 

  A080701 （专科）（停考过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080901  （专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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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 

学校、专业 

2020 年 8月 8日（星期六） 2020年 8月 9日（星期日）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上海大学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     

  560102  （专科） 

   (03631)液压与气压传动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080202  （专升本） 

(02207)电气传动与可编程控制器

（PLC） 

  (02204)经济管理 

  金融管理专业 

  630201  （专科） 

    

金融学专业 

  020301K （专升本） 

 (07250)投资学原理 (00079)保险学原理 (11291)网络金融学 

工程管理专业 

120103  （专升本） 

(05065)项目管理法规 

 

(05060)项目范围管理 (05061)项目成本管理 (05063)项目时间管理 

动画专业 

130310  （专升本） 

(00504)艺术概论 (03425)音乐欣赏（J） 

 

(04503)动画概论 (04509)二维动画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 

  630601   （专科）    

    

工商管理专业 

120201K  （专升本） 

    

  汽车运用技术专业      

  A081702   （专科）（停考过渡） 

(01042)应用数学 (03972)汽车营销与策划 (05463)机械制图基础 

 

(04449)汽车文化 

  物流管理专业 

630903    （专科） 

(07008)采购与仓储管理  (07032)运输与配送 (07031)物流管理概论 

物流管理专业   

120601    （专升本） 

(07729)仓储技术和库存理论 (03365)物流运输管理 (03361)企业物流  

交通运营管理专业 

600207    （专科） 

(05102)民航概论 (04573)民航服务心理学  (07709)航空运输地理 

市场营销专业 

630701    （专科） 

    

市场营销专业 

120202    （专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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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 

学校、专业 

2020 年 8月 8日（星期六） 2020年 8月 9日（星期日）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贸易实务专业 

630501   （专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020401   （专升本） 

(00045)企业经济统计学  (09093)综合业务（J）  

  商务英语专业  

  050262   （专升本） 

(05439)商务英语阅读  (05959)外经贸应用文 (05159)WTO 基础知识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专业 620302 （专科） 

(03047)分析化学（二） (03037)药用植物学 (02930)中医学基础（ 一 ）

（含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

断学） 

 

  中药学专业 

  100801   （专升本） 

(03046)中药药理学 (03034)药事管理学 (07793)医药市场营销学  

上海师范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A050406  （专科）（停考过渡） 

   (00866)绘画透视学(一)  

旅游管理专业（导游方向） 

A020209  （专科）（停考过渡） 

(09079)旅游与饭店英语 

(06011)旅游学概论 

(00188)旅游心理学 (00191)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00195)导游业务 

  旅游管理专业 

  120901K  （专升本） 

(07365)旅游英语（一） 

 

(09080)城市旅游学 (09082)旅游会展企业操作

实务 

(00199)中外民俗 

  广告专业  

  A050301  （专科）（停考过渡） 

(00850)广告设计基础 (00637)广告媒体分析 (06384)网络广告学 (00851)广告文案写作 

  广告学专业   

050303   （专升本） 

(09086)品牌策划与管理   (08713)广告创意与策划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A020205  （专科）（停考过渡）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120206   （专升本） 

(06092)工作分析 (00810)人力资源管理（二）（Z） (05967)人力资源管理法律

基础 

(05963)绩效管理 

(00511)档案管理学 

  小学教育专业 

040107   （专升本） 

(09096)汉语通论 (06230)小学艺术教育 (09094)人类与社会 (09095)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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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 

学校、专业 

2020 年 8月 8日（星期六） 2020年 8月 9日（星期日）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130502   （专升本） 

  (04026)设计美学 

 

(05424)现代设计史 

同济大学 

土木工程专业       

081001   （专升本） 

 

  (00174)建筑工程概论  

工程管理专业 

120103   （专升本） 

(06393)土木工程概论 (01855)建设工程监理概论 (01856)建设与房地产法规 (04154)项目采购管理 

(07138)工程造价与管理 

上海开放大学 

市场营销专业 

630701   （专科） 

     

会计专业  

  630302   （专科）  

    

行政管理专业        

A030301  （专科）（停考过渡） 

    

华东理工大学 

商务管理专业       

C020214（基础科段）（停考过渡） 

(00803)财务管理（Z） (00810)人力资源管理（二）（Z） (00801)会计学（Z） 

 

(00811)国际贸易实务（二）（Z） 

  商务管理专业            

C020226（本科段）（停考过渡） 

(11741)市场与市场营销（Z） 

 

(11742)商务沟通方法与技能（Z）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650111   （专科）           

 

 

  (00170)建筑工程定额与预算 

环境设计专业  

130503   （专升本）        

  (05339)环境心理学 (05342)室内环境与设备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 

640301   （专科） 

 

  (03869)策划学原理 (03878)会议运营管理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 

120903   （专升本） 

  (08887)会展场馆经营与管

理 

(03878)会议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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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 

学校、专业 

2020 年 8月 8日（星期六） 2020年 8月 9日（星期日）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上午 9∶00——11∶30 下午 2∶30——5∶00 

上海商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专业 

  630604   （专科）     

 (07992)商品学基础   

上海电机学院 

数控技术专业 

560103   （专科） 

(01667)数控加工工艺及设备 (04077)数控技术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投资学专业 

  020304   （专升本） 

(04762)金融学概论 (07250)投资学原理   

 

说明：1. 带“★”专业为系统委托开考或与系统合作开考专业，具体报名办法请向专业主考学校询问。 

      2. 注有“停考过渡”字样的专业已停止接纳新考生报考，进入停考过渡期。 

      3. 带“*”课程为全国统考课程；带“▲”课程为华东区统考课程。红色字体为市级开考课程。 

      4. “英语”专业中的“教育学（一）”课程仅限在职教师报考。 

      5. 表中“独立本科段”、“专升本”专业开考的课程名称后加“（J）”者，为该专业不同类别考生的加考课程。 

      6. 根据相关文件精神，课程名称后加“（Z）”者，纳入 4月和 10月的自学考试整体开考计划，因此考试时间调

整为 2小时 3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