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1 电子商务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9人

Z2 酒店管理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1人

Z3 金融学（财富管理）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7人

Z4
国际经济与贸易

（食品进出口）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29人

Z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金融IT）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0人

不超过166人

Z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15人

仅限上海电力工业学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专业中本

贯通试点的中职阶段三年级学生报考，具体

要求详见校本科招生网中本贯通转段办法。

Z2 能源与动力工程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14人

仅限上海电力工业学校“能源与动力工程”

专业中本贯通试点的中职阶段三年级学生报

考，具体要求详见校本科招生网中本贯通转

段办法。

不超过29人

学 历   层

次
科 类 招生计划 备　　注

仅限中本贯通学生报考，具体要求详见院校

官网中本贯通招生办法。

专 业 名 称

2021年上海市普通高校面向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招生
中本贯通转段专业计划表

合计

合计

院校

编号

811

817

专业代码院校名称

上海杉达学院

上海电力大学

学制



学 历   层

次
科 类 招生计划 备　　注专 业 名 称

2021年上海市普通高校面向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招生
中本贯通转段专业计划表

院校

编号
专业代码院校名称 学制

Z1 护理学 4年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40人

仅限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护理学中

本贯通试点的中职阶段三年级学生报考。具

体要求详见院校官网中本贯通转段考试办法

。不招色盲色弱者。

不超过40人

Z1 化学工程与工艺 4年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55人

Z2 制药工程 4年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6人

Z3 风景园林 4年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0人

Z4 材料科学与工程 4年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1人

Z5 食品科学与工程 4年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25人

Z6 通信工程 4年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22人

不超过199人

本校中本贯通转段考试招生仅限上海石化工

业学校和上海信息技术学校化学工程与工艺

（中本贯通）、上海市城市建设工程学校

（上海市园林学校）风景园林（中本贯通）

、上海市医药学校制药工程（中本贯通）、

上海市材料工程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中本

贯通）、上海食品科技学校食品科学与工程

（中本贯通）、上海市公用事业学校通信工

程（中本贯通）专业中职阶段三年级学生报

考。具体要求详见“2021年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中本贯通转段办法”。

合计

合计

821

822

上海中医药

大学

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



学 历   层

次
科 类 招生计划 备　　注专 业 名 称

2021年上海市普通高校面向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招生
中本贯通转段专业计划表

院校

编号
专业代码院校名称 学制

Z1 汽车服务工程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70人

仅限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

业及上海市杨浦职业技术学校汽车服务工程

专业中本贯通试点的中职阶段三年级学生报

考，具体要求详见院校官网中本贯通招生办

法。

Z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42人

仅限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数控技术专业中本

贯通试点的中职阶段三年级学生报考，具体

要求详见院校官网中本贯通招生办法。

Z3 机械工程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5人

仅限上海工商信息学校数控技术应用专业中

本贯通试点的中职阶段三年级学生报考，具

体要求详见院校官网中本贯通招生办法。

Z4 表演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19人

仅限上海市浦东外事服务学校表演专业中本

贯通试点的中职阶段三年级学生报考，具体

要求详见院校官网中本贯通招生办法。

不超过166人合计

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
824



学 历   层

次
科 类 招生计划 备　　注专 业 名 称

2021年上海市普通高校面向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招生
中本贯通转段专业计划表

院校

编号
专业代码院校名称 学制

Z1 机械工程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0人

Z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1人

Z3 机械电子工程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1人

Z4 物流管理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0人

不超过122人

不超过39人

Z1 会计学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60人

Z2 国际经济与贸易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29人

Z3 酒店管理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0人

Z4 物联网工程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2人

不超过151人

本科

仅限中本贯通学生报考，具体要求详见院校

官网中本贯通招生办法。

普通类 不超过39人

本校中本贯通转段考试招生仅限上海市工业

技术学校“机械工程(数控技术应用)”专业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模具设计与制造)

”专业、上海市工程技术管理学校“机械电

子工程(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上海市交通

学校“物流管理（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

中本贯通试点的中职阶段三年级学生报考。

仅限上海市浦东外事服务学校市场营销（金

融营销）专业中本贯通试点的中职阶段三年

级学生报考。具体要求详见院校招生官网中

本贯通招生办法。

市场营销

（金融营销方向）

合计

合计

4

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

上海立信会计金

融学院

上海商学院

828

827

829

合计

Z1



学 历   层

次
科 类 招生计划 备　　注专 业 名 称

2021年上海市普通高校面向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招生
中本贯通转段专业计划表

院校

编号
专业代码院校名称 学制

Z1 自动化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59人

仅限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自动化”、上海

市西南工程学校“自动化”专业中本贯通试

点的中职阶段三年级学生。具体要求详见院

校官网中本贯通招生办法。

Z2 机械电子工程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60人

仅限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机械电子工

程”、上海市电子工业学校“机械电子工程

”专业中本贯通试点的中职阶段三年级学生

。具体要求详见院校官网中本贯通招生办法

。

Z3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0人

仅限上海电机学院附属科技学校“电气工程

与智能控制”专业中本贯通试点的中职阶段

三年级学生。具体要求详见院校官网中本贯

通招生办法。

Z4 物流管理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0人

仅限上海海事大学附属职业技术学校“物流

管理”专业中本贯通试点的中职阶段三年级

学生。具体要求详见院校官网中本贯通招生

办法。

不超过179人

Z1 网络工程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42人
仅限上海科技管理学校中本贯通学生报考，

具体要求详见院校官网中本贯通招生办法。

Z2
产品设计（珠宝首饰设

计）
4 本科 艺术类 不超过29人

仅限上海逸夫职业技术学校中本贯通学生报

考，具体要求详见院校官网中本贯通招生办

法。

Z3 视觉传达设计 4 本科 艺术类 不超过30人
仅限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中本贯通学生报考，

具体要求详见院校官网中本贯通招生办法。

不超过101人合计

上海电机学院

上海建桥学院

830

834

合计



学 历   层

次
科 类 招生计划 备　　注专 业 名 称

2021年上海市普通高校面向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招生
中本贯通转段专业计划表

院校

编号
专业代码院校名称 学制

Z1 护理学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0人

仅限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护理学中

本贯通试点的中职阶段三年级学生报考，具

体要求详见院校官网中本贯通招生办法。

不超过30人

Z1 环境设计 4年 本科 艺术类 不超过30人

详细要求以上海视觉艺术学院《2021年环境

设计专业中本贯通转段办法及技能水平测试

要求》为准。

Z2 文物保护与修复 4年 本科 艺术类 不超过28人

详细要求以上海视觉艺术学院《2021年文物

保护与修复专业中本贯通转段办法及技能水

平测试要求》为准。

Z3 艺术与科技 4年 本科 艺术类 不超过30人

详细要求以上海视觉艺术学院《2021年艺术

与科技专业中本贯通转段办法及技能水平测

试要求》为准。

Z4 动画 4年 本科 艺术类 不超过28人

详细要求以上海视觉艺术学院《2021年动画

专业中本贯通转段办法及技能水平测试要求

》为准。

不超过116人

合计

合计

上海健康医学院

上海视觉艺术学

院

835

870



学 历   层

次
科 类 招生计划 备　　注专 业 名 称

2021年上海市普通高校面向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招生
中本贯通转段专业计划表

院校

编号
专业代码院校名称 学制

Z1 学前教育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122人

仅限上海市新陆职业技术学校、上海市群益

职业技术学校学前教育专业中本贯通试点中

职阶段三年级学生报考。

Z2
旅游管理

（旅游电子商务）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0人

仅限上海市浦东外事服务学校旅游管理（旅

游电子商务）专业中本贯通试点中职阶段三

年级学生报考。

Z3 财务管理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0人
仅限上海商业会计学校财务管理专业中本贯

通试点中职阶段三年级学生报考。

Z4 数字媒体艺术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0人

仅限上海市群星职业技术学校数字媒体艺术

专业中本贯通试点中职阶段三年级学生报考

。

不超过212人

Z1 德语 4 本科 普通类 不超过30人

仅限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德语（商务）中

本贯通试点的中职阶段三年级学生报考，具

体要求详见院校官网中本贯通招生办法。

不超过30人

上海师范大学天

华学院

上海外国语大学

贤达经济

人文学院

872

833

合计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