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1 年 04 月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专业课程考试日程安排表（第一周） 
                日期 

学校、专业 

2021 年 04 月 10 日（星期六） 2021 年 04 月 11 日（星期日） 

上午 09:00——11:30 下午 02:30——05:00 上午 09:00——11:30 下午 02:30——05:00 

华东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 

 050101  （专升本） 

*（00037）美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530）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J）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8940）西方现代派文学 

*（00538）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00015）英语（二） 

*（0053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一）（J） 

*（00537）中国现代文学史 

 公共关系学专业 

 120409T  （专升本） 

*（00318）公共政策 

*（03298）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292）公共关系口才 

*（03297）企业文化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3293）现代谈判学 *（00015）英语（二） 

*（00152）组织行为学 

*（03294）公共关系案例 

 学前教育专业 

 040106  （专升本） 

*（00024）普通逻辑 

*（00398）学前教育原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465）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0402）学前教育史 

*（00882）学前教育心理学 

*（00015）英语（二）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专业 

 970202  （专科） 

*（00595）英语阅读（一）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794）综合英语（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522）英语国家概况 *（00795）综合英语（二） 

*（04729）大学语文 

 英语专业 

 050201  （专升本） 

*（00087）英语翻译 

*（00429）教育学（一）（见说明

4）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831）英语语法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0832）英语词汇学 *（00604）英美文学选读 

*（00795）综合英语（二）（J） 

 应用日语专业 

 670206  （专科）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9099）日语翻译（一） 

▲（00607）日语语法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605）基础日语（一） *（04729）大学语文 

 日语专业 

 050207  （专升本） 

*（00535）现代汉语 

▲（00609）高级日语（一）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6042）日语写作 

 *（00012）英语（一） 



                日期 

学校、专业 

2021 年 04 月 10 日（星期六） 2021 年 04 月 11 日（星期日） 

上午 09:00——11:30 下午 02:30——05:00 上午 09:00——11:30 下午 02:30——05:00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专业 

 630302  （专科） 

*（00157）管理会计（一）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46）中国税制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041）基础会计学 

*（00155）中级财务会计 

*（00012）英语（一） 

*（00020）高等数学（一） 

*（00060）财政学 

*（00144）企业管理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会计学专业 

 120203K  （专升本）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8）市场营销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160）审计学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

管类） 

*（00015）英语（二） 

*（00158）资产评估 

 市场营销专业 

 120202  （专升本）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179）谈判与推销技巧（J） 

*（00185）商品流通概论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78）市场调查与预测（J）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184）市场营销策划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

管类） 

*（00015）英语（二） 

*（00183）消费经济学 

 采购与供应管理专业 

 630907  （专科） 

*（05361）物流数学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5734）商业组织与过程 

*（05364）物流企业会计 *（05728）采购谈判与供应商选择 

 采购管理专业 

 120603T  （专升本） 

*（03616）采购战术与运营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3614）采购法务与合同管理 

（03617）采购与供应链案例 *（00015）英语（二） 

（03618）采购项目管理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事务专业 

 680503  （专科） 

*（00247）国际法 

*（05679）宪法学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245）刑法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260）刑事诉讼法学 *（04729）大学语文 

*（05677）法理学 



 

                日期 

学校、专业 

2021 年 04 月 10 日（星期六） 2021 年 04 月 11 日（星期日） 

上午 09:00——11:30 下午 02:30——05:00 上午 09:00——11:30 下午 02:30——05:00 

 法学专业 

 030101K  （专升本） 

*（00024）普通逻辑 

*（00247）国际法 

*（00249）国际私法 

*（00264）中国法律思想史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5679）宪法学 

*（00245）刑法学 

*（00246）国际经济法概论 

*（00259）公证与律师制度 

*（00265）西方法律思想史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0167）劳动法 

*（00258）保险法 

*（00260）刑事诉讼法学 

*（00015）英语（二） 

*（00226）知识产权法 

*（00233）税法 

*（05677）法理学 

 金融管理专业 

 C020116  （基础科段）（停考

过渡）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800）经济学 *（04729）大学语文 

上海电机学院 

 数控技术专业 

 560103  （专科）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107）机械制图（三）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1666）金属工艺学 （02609）互换性原理与测量技术

基础 

复旦大学 

 行政管理专业 

 120402  （专升本） 

*（00024）普通逻辑 

*（00318）公共政策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107）现代管理学 

*（00315）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0277）行政管理学 

*（01848）公务员制度 

*（00015）英语（二） 

*（00034）社会学概论 

*（00040）法学概论 

*（00144）企业管理概论 

 新闻学专业 

 050301  （专升本） 

*（00633）新闻学概论（J） 

*（00642）传播学概论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661）中外新闻作品研究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0015）英语（二） 

*（00658）新闻评论写作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 

 B082208  （独立本科段）（停

考过渡） 

*（02375）运筹学基础 

*（02378）信息资源管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384）计算机原理（J）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4735）数据库系统原理 

*（02628）管理经济学 *（00015）英语（二） 

*（02323）操作系统概论 

*（02382）管理信息系统（J） 

*（04741）计算机网络原理 

 ★护理学专业 

 101101  （专升本） 

*（03202）内科护理学（二）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200）预防医学（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3201）护理学导论 

*（04435）老年护理学 

*（00015）英语（二） 

*（03004）社区护理学（一） 

*（03007）急救护理学 



                日期 

学校、专业 

2021 年 04 月 10 日（星期六） 2021 年 04 月 11 日（星期日） 

上午 09:00——11:30 下午 02:30——05:00 上午 09:00——11:30 下午 02:30——05:00 

上海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080901  （专升本） 

*（02318）计算机组成原理（J） 

*（02324）离散数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326）操作系统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4730）电子技术基础（三）（J） 

*（04735）数据库系统原理 

*（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325）计算机系统结构 

*（00015）英语（二） 

*（00023）高等数学（工本） 

*（04741）计算机网络原理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投资学专业 

 020304  （专升本）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

管类） 

*（00015）英语（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 

 630601  （专科） 

*（00058）市场营销学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041）基础会计学 

*（00145）生产与作业管理 

*（00012）英语（一） 

*（00020）高等数学（一） 

*（00144）企业管理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工商管理专业 

 120201K  （专升本）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151）企业经营战略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4）管理学原理 

*（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153）质量管理（一）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

管类） 

*（00015）英语（二） 

*（00144）企业管理概论（J） 

*（00152）组织行为学 

 汽车运用技术专业 

 A081702  （专科）（停考过渡）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2187）电工与电子技术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2185）机械设计基础 （08570）汽车构造与原理 

 物流管理专业 

 630903  （专科） 

*（05361）物流数学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89）国际贸易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041）基础会计学 

*（05364）物流企业会计 

*（00012）英语（一） 

*（00020）高等数学（一） 

*（00144）企业管理概论 

 物流管理专业 

 120601  （专升本） 

*（00151）企业经营战略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2628）管理经济学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

管类） 

*（00015）英语（二） 

*（00152）组织行为学 



 

                日期 

学校、专业 

2021 年 04 月 10 日（星期六） 2021 年 04 月 11 日（星期日） 

上午 09:00——11:30 下午 02:30——05:00 上午 09:00——11:30 下午 02:30——05:00 

 交通运营管理专业 

 600207  （专科）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市场营销专业 

 630701  （专科） 

*（00058）市场营销学 

*（00179）谈判与推销技巧 

*（00185）商品流通概论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54）管理学原理 

*（00178）市场调查与预测 

*（00892）商务交流（二） 

*（00908）网络营销与策划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041）基础会计学 

*（00177）消费心理学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

管类） 

*（00144）企业管理概论 

 市场营销专业 

 120202  （专升本）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151）企业经营战略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0184）市场营销策划 

*（10511）销售团队管理 

*（00015）英语（二） 

*（00183）消费经济学 

上海大学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 

 560102  （专科） 

*（02183）机械制图（一）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2187）电工与电子技术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2185）机械设计基础 *（00012）英语（一）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4729）大学语文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080202  （专升本）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420）物理（工） 

*（02243）计算机软件基础（一）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2141）计算机网络技术 

*（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200）现代设计方法 

*（00015）英语（二） 

 金融管理专业 

 630201  （专科） 

*（00073）银行信贷管理学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72）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041）基础会计学 

*（00074）中央银行概论 

*（00012）英语（一） 

*（00020）高等数学（一） 

*（00060）财政学 

*（04729）大学语文 

 金融学专业 

 020301K  （专升本）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8）市场营销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4）管理学原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78）银行会计学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

管类） 

*（00015）英语（二） 



                日期 

学校、专业 

2021 年 04 月 10 日（星期六） 2021 年 04 月 11 日（星期日） 

上午 09:00——11:30 下午 02:30——05:00 上午 09:00——11:30 下午 02:30——05:00 

 工程管理专业 

 120103  （专升本）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4）管理学原理（J）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2628）管理经济学 *（00015）英语（二） 

（05066）项目论证与评估 

 动画专业 

 130310  （专升本） 

*（02316）计算机应用技术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5710）多媒体技术应用 *（00015）英语（二）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贸易实务专业 

 630501  （专科） 

*（00058）市场营销学 

*（00091）国际商法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89）国际贸易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041）基础会计学 *（00020）高等数学（一） 

*（00093）国际技术贸易 

*（04729）大学语文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020401  （专升本）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91）国际商法（J） 

*（00097）外贸英语写作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J） 

*（00089）国际贸易（J）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5844）国际商务英语 

*（00096）外刊经贸知识选读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

管类） 

*（00144）企业管理概论 

 商务英语专业 

 050262  （专升本）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8）市场营销学 

*（00087）英语翻译 

*（00097）外贸英语写作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0841）第二外语（法语） 

（05957）进出口英语函电 *（00795）综合英语（二）（J）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专业 

 620302  （专科）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3050）药理学（三） （03040）中药鉴定学 

 中药学专业 

 100801  （专升本）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2973）中医诊断学（一） *（00015）英语（二） 

上海师范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A050406  （专科）（停考过渡）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4729）大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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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管理（导游方向）专业 

 A020209  （专科）（停考过渡）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645）公共关系策划 

（06944）中国旅游文化 

*（00015）英语（二） 

*（04729）大学语文 

 旅游管理专业 

 120901K  （专升本）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8）市场营销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4）管理学原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

管类） 

*（00152）组织行为学 

 广告专业 

 A050301  （专科）（停考过渡） 

*（00058）市场营销学 

*（00633）新闻学概论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78）市场调查与预测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638）企业形象与策划（CIS） *（04729）大学语文 

 广告学专业 

 050303  （专升本） 

*（00037）美学 

*（00642）传播学概论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107）现代管理学 

*（00530）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4880）广告语言学 *（00015）英语（二） 

*（00034）社会学概论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A020205  （专科）（停考过渡）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07）现代管理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164）劳动经济学 *（00020）高等数学（一） 

*（00144）企业管理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120206  （专升本）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5962）招聘管理 

*（02628）管理经济学 

（05968）人才中介职业规范 

*（00015）英语（二） 

*（00152）组织行为学 

 小学教育专业 

 040107  （专升本）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431）教学设计 

*（00465）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0472）比较教育 *（00015）英语（二） 

*（00467）课程与教学论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130502  （专升本）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7202）广告摄影 *（00015）英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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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放大学 

 市场营销专业 

 630701  （专科） 

*（00058）市场营销学 

*（00179）谈判与推销技巧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78）市场调查与预测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041）基础会计学 

*（00177）消费心理学 

*（00012）英语（一） 

*（00020）高等数学（一） 

*（00144）企业管理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会计专业 

 630302  （专科） 

*（00157）管理会计（一）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146）中国税制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041）基础会计学 

*（00155）中级财务会计 

*（00012）英语（一） 

*（00020）高等数学（一） 

*（00060）财政学 

*（00144）企业管理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同济大学 

 土木工程专业 

 081001  （专升本）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2439）结构力学（二）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420）物理（工） 

*（02198）线性代数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275）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00015）英语（二） 

*（02442）钢结构 

 工程管理专业 

 120103  （专升本）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420）物理（工）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386）土木工程制图（J） 

*（00015）英语（二） 

（02658）建筑工程项目管理（J） 

华东理工大学 

 商务管理专业 

 C020214  （基础科段）（停考

过渡）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800）经济学 *（04729）大学语文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650111  （专科）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707）建筑设计基础 

*（02386）土木工程制图 *（04729）大学语文 

 环境设计专业 

 130503  （专升本） 

*（00058）市场营销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10090）外国近现代建筑史 

 *（00015）英语（二）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 

 640301  （专科）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3877）会展项目管理 

*（00107）现代管理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3875）会展概论 （03871）市场调查与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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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 

 120903  （专升本）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877）会展项目管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08884）会展经济学 

（08890）会展管理信息系统 *（00015）英语（二） 

上海商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专业 

 630604  （专科） 

*（00058）市场营销学 

*（00139）西方经济学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54）管理学原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00041）基础会计学 

*（00177）消费心理学 

*（04729）大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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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