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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年 10月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专业课程考试日程安排表（第二周） 

              日期 
学校、专业 

2019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 2019年 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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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65)鲁迅研究 
(09074)十九世纪俄罗斯文
学 

(00016)日语（二） 
(09071)红楼梦研究 

  

公共关系专业             

 A050303  （专科）（停考过

渡） 

 (04718)涉外事务管理概论   

公共关系学专业 

 120409T  （专升本） 

 (00016)日语（二）   

国际贸易专业（国际商务方向） 

 A020109  （专科）（停考过

渡） 

    

经济学专业        

 020101  （专升本）（停考过

渡） 

(09091)证券经济学 (09092)投资银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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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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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9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 2019年 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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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前教育专业 

 040106  （专升本） 
(30007)学前儿童发展评估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A040109  （专科）（停考过

渡） 

 
 

(05952)心理学史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340102   （专升本）（停考

过渡） 

 (05954)现代人格心理学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120210   （专升本）（停考

过渡） 

(04141)国际文化贸易概论 (04137)民俗文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专业 

 970202   （专科） 

    

 英语专业 

 050201   （专升本） 
    

 应用日语专业     

 670206   （专科） 
(00608)日本国概况    

 日语专业 

 050207   （专升本） 
  (00601)日语翻译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专业 

 630302   （专科） 

    

 会计学专业 

 120203K  （专升本） 
 (00016)日语（二）   

市场营销专业         

 120202   （专升本） 
    

 采购与供应管理专业 

 630907   （专科） 
(05732)采购过程与合同管
理 

(05730)采购环境与供应市
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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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9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 2019年 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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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管理专业 

 120603T  （专升本） 
(03613)采购与供应关系管
理 

(00016)日语（二）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事务专业 

680503   （专科） 

    

法学专业 

 030101K  （专升本） 

 

 (00016)日语（二）   

 金融管理专业        

 C020116 （基础科段）（停考

过渡） 

(00802)管理信息技术（Z） (00804)金融法（二）（Z） (00797)企业组织与环境（Z） (00805)管理会计（二）（Z） 

 金融管理专业  

 C020120  （本科段）（停考

过渡） 

(11744)会计原理与实务
（Z） 

(11745)战略管理与伦理
（Z） 

(11752)管理数量方法与分
析（Z） 

 

上海公安学院 

★公安管理学专业 

030612TK（专升本）（停考过渡） 

 (00016)日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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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6)日语（二）   

 新闻学专业 

 C050308 （基础科段）（停考

过渡） 

 
 

   

 新闻学专业 

 050301  （专升本） 
 (00016)日语（二）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   

 A082207 （专科）（停考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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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9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 2019年 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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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 

 B082208 （独立本科段） 

（停考过渡） 

    

机关管理及办公自动化专业 

A030307  （专科）（停考过渡） 
(05583)电子文件管理 (00346)办公自动化原理及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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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70)编译技术 (00016)日语（二）   

  ★护理学专业 

  A100701 （专科）（停考过

渡） 

    

★护理学专业 

  101101  （专升本） 
 (00016)日语（二）   

上海交通大学            

  工业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A080602 （专科）（停考过

渡） 

(02225)电机与拖动基础 (02269)电工原理 (02289)企业供电 (02286)电力电子技术 

  自动化专业 

  080801  （专升本）（停考

过渡） 

(02290)C++语言设计 (02291)自动控制理论（一） (02296)控制系统数字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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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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9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 2019年 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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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旅游高等

专科学校       

饭店管理专业 

A020211 （专科）（停考过渡） 

 

(00189)旅游与饭店会计 (00016)日语（二）  (00193)饭店管理概论 (00187)旅游经济学 

  上海大学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 

560102   （专科） 

(02191)机械制造技术   (02189)机械制造基础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

业 

080202  （专升本） 

 

(01847)机电一体化原理  (02209)机械制造装备设计  

  金融管理专业 

 630201   （专科） 
    

金融学专业 

020301K  （专升本） 
 (00016)日语（二） (04009)国际金融市场 (08391)金融工程学 

工程管理专业 

120103   （专升本） 

 

(05062)项目质量管理 (00016)日语（二） (05058)管理数量方法 (05064)项目风险管理 

动画专业 

130310   （专升本） 
(04508)动画设计稿 (00016)日语（二） (07189)视听语言 (04743)剪辑学 

★能源管理专业  

A020321 （专科）（停考过渡） 

 

    

★能源管理专业   

B020322 （独立本科段） 

（停考过渡） 

 (00016)日语（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 

  630601    （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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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9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 2019年 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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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管理专业 

  120201K   （专升本） 
 (00016)日语（二）   

  汽车运用技术专业       

A081702   （专科）（停考过

渡） 

(03981)汽车专业英语 (05913)汽车维修技术 (04178)现代汽车检测技术 (09087)汽车电器与电路分
析 

物流管理专业 

630903    （专科） 
(07037)信息技术与物流管
理 

(07802)采购管理与库存控
制 

  

  物流管理专业 

120601    （专升本） 

(07724)物流系统工程  (03364)供应链物流学 (07725)物流规划 

交通运营管理专业 

600207    （专科） 
(04567)民航企业管理概论 (04569)机场服务概论   

市场营销专业 

630701    （专科） 
    

市场营销专业 

120202    （专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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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英语专业  

  050262    （专升本） 

 

(05961)会展英语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专业 620302 （专科） 
(03044)中药药剂学 (02974)中药学（一） (03035)有机化学（四）  

中药学专业 100801 （专升

本） 

(05079)中成药学 (03053)中药制剂分析 (03049)数理统计  

上海师范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A050406  （专科）（停考过渡） 

 (00688)设计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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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9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 2019年 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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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管理专业（导游方向）   

A020209   （专科）（停考过

渡） 

(00190)中国旅游地理  (00016)日语（二）  (06125)旅游美学 (00187)旅游经济学 
 

旅游管理专业  

120901K   （专升本） 
 (00197)旅游资源规划与开

发 
(00200)客源国概况  

  广告专业 

A050301   （专科）（停考过

渡） 

 (00635)广告法规与管理   

  广告学专业 

050303    （专升本） 
(00641)中外广告史 (00016)日语（二） (07677)广告经营学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A020205   （专科）（停考过

渡） 

(00165)劳动就业概论  (00071)社会保障概论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120206    （专升本） 
(06093)人力资源开发与管
理 

(05965)人才资源优化策略  (05969)人力资源战略与规
划 

(05964)人事人才政策与管
理实务 

  小学教育专业          

040107    （专升本） 

(03329)小学语文教学研究 (07688)小学班队工作原理

与实践 

(08566)汉语言文学基础知

识   

(03330)小学数学教学研究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130502    （专升本） 
    

同济大学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    

A020206  （专科） （停考过

渡） 

(00122)房地产评估 (00172)房地产经营管理  (00176)物业管理 (00173)房地产金融 

房屋建筑工程专业       

A080801  （专科）（停考过渡） 
(02394)房屋建筑学    

土木工程专业       

081001   （专升本） 
(02394)房屋建筑学（J）  (02446)建筑设备  

建筑工程管理专业    

A082239  （专科）（停考过渡） 

 

(02394)房屋建筑学 (01849)工程合同法律制度 (01850)建筑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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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9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 2019年 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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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管理专业         

120103   （专升本） 

 

(00122)房地产评估 (00172)房地产经营管理 (00176)物业管理 (01854)工程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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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     

A030202   （专科） （停考

过渡） 

(00275)社会问题 (00272)社会工作概论 (00071)社会保障概论  

  商务管理专业      

C020214 （基础科段）（停考

过渡） 

 

(00802)管理信息技术（Z） (00808)商法（Z） (00797)企业组织与环境（Z） (00809)市场营销（二）（Z） 

  商务管理专业    

C020226  （本科段）（停考过

渡） 

 

(11744)会计原理与实务
（Z） 

(11745)战略管理与伦理
（Z） 

(11748)商务运营管理（Z） (11747)管理学与人力资源
管理（Z）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650111   （专科） 

 (00688)设计概论   

  环境设计专业         

130503   （专升本） 

 

  (06216)中外建筑史  



— 24 — 

              日期 
学校、专业 

2019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 2019年 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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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 

640301   （专科） 

 

(03870)策划文案写作 (03872)会展营销 (03874)商务谈判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 

120903   （专升本） 

 

(08725)会展客户关系管理  (03872)会展营销 (08886)会展心理学  

上海商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专业         

630604   （专科） 

 

(07990)连锁企业门店开
发、营运与管理 

(07984)商业法规   

上海电机学院 

数控技术专业 

560103   （专科） 

 
 

(01668)机床设备电气与
PLC控制 

(03395)数控机床故障诊断
与维护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投资学专业 

020304   （专升本） 

(08591)金融营销 (05175)税收筹划 (12327)金融理财规划 (08592)房地产投资 

说明：1、带“★”专业为系统委托开考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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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