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专业计划一览表

    经市教委审定，现将2023年本市春季招生高校招生专业公布。考生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阅读所要填报高校的招生章程，了解相关专业的要求、自主测
试内容及时间、录取规则等内容。

院校
代码

专业
代码

院校及专业 学制 计划数
收费标
准(元) 自主测试方式

入学后外语
教学语种

备注

409

上海海事大学 60

01 航海技术 四年 30 5000 面试 英语

考生身体条件须符合以下特殊录取要求：

辨色力正常（无色盲无色弱），无复视；身高1.60米及以

上；双眼裸视力均能达到4.7（0.5）及以上，或双眼裸视

力均能达到4.0（0.1）及以上且矫正视力均能达到4.8
（0.6）及以上。

02 轮机工程 四年 30 5000 面试 英语

考生身体条件须符合以下特殊录取要求：
辨色力正常（无色盲无色弱），无复视；身高1.55米及以

上；双眼裸视力均能达到4.6（0.4）及以上，或双眼裸视

力均能达到4.0（0.1）及以上且矫正视力均能达到4.6
（0.4）及以上。

410

上海理工大学 60

01 工科试验班 四年 35 5000 面试 英语

电子与信息类。含系统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程、医学信息工程、人工智能、自动化、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新媒体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共14个专业。

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四年 25 15000 面试 德语 中德合作，合作高校为德国汉堡应用技术大学。

411

上海杉达学院 360

01 财务管理 四年 30 45000 技能测试 英语 CIMA方向

02 金融学 四年 20 45000 技能测试 英语 CFA方向

03 会计学 四年 40 60000 技能测试 英语 双语教学

04 酒店管理 四年 35 60000 技能测试 英语 双语教学

05 旅游管理 四年 35 60000 技能测试 英语 双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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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06 时尚传播 四年 20 60000 技能测试 英语 双语教学

07 护理学 四年 60 35000 技能测试 英语

08 康复治疗学 四年 30 35000 技能测试 英语

09 翻译 四年 30 35000 技能测试 英语和日语 日语翻译方向

10 电子商务 四年 30 35000 技能测试 英语

11 软件工程 四年 30 35000 技能测试 英语

412

华东政法大学 80

01 侦查学 四年 30 5000 面试 英语
经济犯罪治理方向，专业对考生身体条件有一定要求，女
生比例不超过30%，具体查看学校春考招生章程。

02 法学类 四年 30 6500 面试 英语
法学（卓越经济法律人才实验班）15 人，法学（沪港交

流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15人。

03 政治学与行政学 四年 20 5000 面试 英语

413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60

01 商务英语 四年 30 5000 面试 英语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02 法学 四年 30 6500 面试 英语 国际经济法方向。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415

上海海洋大学 60

01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四年 20 5000 面试 英语

一级学科博士点。

含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国家特色
专业、上海市教育高地建设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上海市一流本科专业、上海市教育高地建设专业）。

02 生物科学类 四年 20 5000 面试 英语

一级学科博士点。

含生物科学专业（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国家特色专业、
上海市优秀专业、上海市教育高地建设专业）、生物技术
专业（上海市一流本科专业）。

0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四年 20 15000 面试 英语
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合作办学。4 年均在国内就读

。可获得中澳双学位。同时享有多个对外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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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上海戏剧学院 39 校测内容详见学校春考招生章程。

01 戏剧影视文学 四年 4 10000 专业素质综合测试 英语

02 表演 四年 5 10000 专业素质综合测试 英语
戏剧影视方向。拟报考该专业的考生须参加招生院校组织
的专业资格考试，资格考试合格者方可填报。

03 艺术管理 四年 14 10000 专业素质综合测试 英语

04 绘画 四年 9 10000 笔试 英语
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拟报考该专业的考生须参加招生院
校组织的专业资格考试，资格考试合格者方可填报。

05 动画 四年 3 10000 命题创作和

综合面试
英语

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拟报考该专业的考生须参加招生院
校组织的专业资格考试，资格考试合格者方可填报。

06 数字媒体艺术 四年 4 10000 命题创作和

综合面试
英语

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拟报考该专业的考生须参加招生院
校组织的专业资格考试，资格考试合格者方可填报。

417

上海电力大学 40

01 应用化学 四年 15 5000 面试 英语

02 英语 四年 25 5000 面试 英语

419

上海大学 70

01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四年 30 5000 面试 英语 色盲不宜报考

02 工商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四年 40 30000 面试 英语

421

上海中医药大学 70

01 中西医临床医学 五年 25 6500 面试 英语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

02 康复物理治疗 四年 30 5000 面试 英语
通过世界物理治疗协会（WCPT）5年最高级别认证。不

招收色盲色弱考生。

03 康复作业治疗 四年 15 5000 面试 英语
通过世界作业治疗师联合会（WFOT）7年最高级别认证

。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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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38

01 建筑学 五年 18 5000 技能测试 英语 技能测试内容为：①素描②综合素质。

02 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 四年 20 5000 技能测试 英语
无色弱、色盲、嗅觉迟钝。

技能测试内容为：①闻香辨香②综合素质。

423

上海师范大学 129

01 英语 四年 9 5000 面试 英语 师范

02 学前教育 四年 120 5000 面试 英语 师范。色盲色弱不宜报考。

424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70

01 飞行器制造工程 四年 20 5000 面试 英语 建议男生报考

02 旅游管理 四年 25 5000 面试 英语 邮轮经济方向

03 材料类 四年 25 5000 面试 英语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

427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120

01 金融学类 四年 40 5000 面试 英语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为大类招生专业，按学校公
布的分流方案在大二进行专业分流，分流专业包含金融学
、金融学(浦江班)、投资学和信用管理。

02 社会工作 四年 40 5000 面试 英语

03 汉语言文学 四年 40 5000 面试 英语

428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80

01 机械电子工程 四年 40 5000 技能测试 英语

02 酒店管理 四年 40 5000 面试 英语 洲际集团人才班

429

上海商学院 70

01 酒店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四年 25 44000 面试 英语 中瑞合作办学，合作高校为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

02 电子商务（中外合作办学） 四年 25 44000 面试 英语 中瑞合作办学，合作高校为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

03 市场营销 四年 20 5000 面试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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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上海电机学院 80

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 四年 25 15000 面试或技能测试 德语 中德合作

02 机械电子工程（中德合作） 四年 25 15000 面试或技能测试 德语 中德合作

03 计算机类 四年 30 5000 面试或技能测试 英语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物联网工程、人工智能专业。

431
上海政法学院 40

01 法学 四年 40 6500 面试 英语
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创新班。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433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300

01 工商管理 四年 40 38000 面试 英语

02 旅游管理 四年 30 38000 面试 英语

03 学前教育 四年 40 45000 面试 英语 双语班。色盲色弱不宜报考。

04 法学 四年 40 38000 面试 英语 国际经济法方向

05 西班牙语 四年 40 68000 技能测试
英语和西班

牙语
商务方向

06 法语 四年 40 68000 技能测试 英语和法语 商务方向

07 金融学 四年 40 68000 技能测试 英语 全英语教学班

08 会展经济与管理 四年 30 68000 技能测试 英语 全英语教学班

434

上海建桥学院 380

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四年 50 32000 面试 英语

02 网络工程 四年 70 32000 面试 日语 双语班

03 数字媒体技术 四年 60 58000 面试 英语 双语班

04 日语 四年 40 32000 面试 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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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05 德语 四年 30 32000 面试 德语

06 汽车服务工程 四年 40 32000 面试 英语

07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四年 60 32000 面试 英语

08 网络与新媒体 四年 30 32000 面试 日语

435

上海健康医学院 90

01 护理学 四年 60 5000 面试 英语 专业有身体健康状况要求，护理学专业不招收色盲、色弱
考生。面试前须提交身体健康状况承诺书，详见学校春季
招生章程。02 健康服务与管理 四年 30 5000 面试 英语

472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300

01 学前教育 四年 75 68000 技能测试 英语 中美合作。色盲色弱不宜报考。

02 小学教育 四年 75 68000 技能测试 英语 中美合作

03 康复治疗学 四年 85 68000 技能测试 英语 中美合作

04 艺术教育 四年 40 35000 技能测试 英语

05 人工智能 四年 25 48000 技能测试 英语

474

上海兴伟学院 20

01 英语 四年 10 149985 面试 英语

02 国际商务 四年 10 149985 面试 英语

475

上海立达学院 60

01 国际商务 四年 12 59800 面试 英语

02 财务管理 四年 12 59800 面试 英语

03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四年 36 59800 面试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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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100

01 汽车服务工程技术 四年 25 29800 面试 英语

02 数字媒体技术 四年 25 29800 面试 英语

03 食品质量与安全 四年 25 29800 面试 英语

04 机器人技术 四年 25 29800 面试 英语

注：各招生院校非语言类专业招收考试语种不限（语言类专业详见学校招生章程），入学后教学语种见表格。收费标准为每生每学年的学费，如有政策变化，则按新政
策执行。各招生院校具体身体健康状况要求详见各校春季考试招生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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