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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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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2018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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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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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言文学专业 

C050105 （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7565)鲁迅研究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9074)十九世纪俄罗斯文

学 

(09071)红楼梦研究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公共关系专业           

A05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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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18)涉外事务管理概论 

公共关系专业 

B050309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国际贸易专业（国际商

务方向） 

A0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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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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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2018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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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专业          

B020115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9091)证券经济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

机应用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管类） 

(09092)投资银行学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

类） 

*(00015)英语（二） 

电子商务专业 

A0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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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专业  

B020216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学前教育专业 

B040102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30007)学前儿童发展评估 

 

*(00015)英语（二） 

*(00163)管理心理学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A04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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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52)心理学史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B040110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5954)现代人格心理学 *(00015)英语（二） 

文化产业专业 

B020155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4141)国际文化贸易概论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4137)民俗文化 *(00015)英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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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2018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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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50207 （基础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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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专业 

C050201 （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日语专业             

C050208 （基础科段） 

(00608)日本国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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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专业 

C050202 （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601)日语翻译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专业 

A0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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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

类） 

会计专业 

B020204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

机应用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管类）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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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2018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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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营销专业       

B020208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

机应用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管类） 

*(00015)英语（二） 

采购与供应管理专业   

A020265 （专科） 

(05732)采购过程与合同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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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30)采购环境与供应市

场分析 

采购与供应管理专业    

B020282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3613)采购与供应关系管

理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

类）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专业 

C030112 （基础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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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专业 

C030106 （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法律专业 

B030117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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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2018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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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管理专业             

C020116 （基础科段） 

(00802)管理信息技术（Z） 

(00804)金融法（二）（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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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

类） 

金融管理专业           

C020120（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11752)管理数量方法与分

析（Z） 

*(00015)英语（二） 

上海公安学院 

★公安管理专业 

C030401 （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复旦大学                    

行政管理专业 

A03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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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63)管理心理学 

行政管理学专业        

B030302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新闻学专业            

C05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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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新闻学专业 

C050305 （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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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2018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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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8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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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 

B082208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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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

机应用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00163)管理心理学 

 

计算机网络专业 

B080709 （独立本科段）

（停考过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计算机软件专业 

B080711 （独立本科段）

（停考过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6370)编译技术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管类）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护理学专业 

A1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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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日期 

学校、专业 

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2018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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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学专业 

B100702（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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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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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89)企业供电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工业自动化专业        

B080603 （独立本科段）

（停考过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2296)控制系统数字仿真 *(00015)英语（二） 

计算机及应用专业 

A0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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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计算机及应用专业   

B080702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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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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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3)饭店管理概论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

类）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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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2018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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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     

A080301 （专科） 

(02191)机械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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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 

B080302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1847)机电一体化原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2209)机械制造装备设计 *(00015)英语（二） 

金融专业 

A0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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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

类） 

金融专业 

B020106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

机应用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管类）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项目管理专业  

B020256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5058)管理数量方法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动画专业  

B080746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7189)视听语言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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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2018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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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管理专业 

A0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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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管理专业 

B020322 （独立本科段）

（停考过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 

A0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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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

类）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 

B020202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

机应用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管类）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汽车运用技术专业           

A081702 （专科） 

(03981)汽车专业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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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78)现代汽车检测技术 

(05913)汽车维修技术 

物流管理专业 

A020228 （专科） 

(07037)信息技术与物流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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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802)采购管理与库存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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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2018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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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管理专业 

B020229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7724)物流系统工程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7725)物流规划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管类） 

(03364)供应链物流学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

类） 

*(00015)英语（二） 

★民航服务与管理专业 

A020160 （专科） 

(04567)民航企业管理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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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69)机场服务概论 

销售管理专业 

A02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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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管类） 

 

销售管理专业 

B020314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

机应用 

 *(00015)英语（二）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贸易专业 

A0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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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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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2018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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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贸易专业 

B020110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

机应用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管类） 

 

商务英语专业        

B050218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

机应用 

(05961)会展英语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专业 

C100803 （基础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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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74)中药学（一） 

中药学专业 

C100802 （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3049)数理统计 *(00015)英语（二） 

上海师范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A05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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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88)设计概论 

旅游管理专业  （导游

方向） 

A020209 （专科） 

(00190)中国旅游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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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25)旅游美学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

类）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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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2018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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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20210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

机应用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管类） 

(00197)旅游资源规划与开

发 

广告专业                

A0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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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35)广告法规与管理 

广告学专业            

B050302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7677)广告经营学 *(00015)英语（二） 

(00016)日语（二）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A020205 （专科） 

(00165)劳动就业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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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

类） 

*(00163)管理心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B020218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6093)人力资源开发与管

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

机应用 

(05964)人事人才政策与管

理实务 

(05969)人力资源战略与规

划 

*(00015)英语（二） 

小学教育专业  

B040112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329)小学语文教学研究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3330)小学数学教学研究 

(08566)汉语言文学基础知

识   

*(00015)英语（二） 

(07688)小学班队工作原理

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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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2018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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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设计专业 

B050437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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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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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76)物业管理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

类） 

房屋建筑工程专业      

A080801 （专科）（停考

过渡） 

(02394)房屋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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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建筑工程专业       

B080806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2394)房屋建筑学（J）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

机应用 

(02446)建筑设备 *(00015)英语（二） 

建筑工程管理专业 

A082239 （专科）（停考

过渡） 

(02394)房屋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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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49)工程合同法律制度 

工程管理专业 

B020279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0122)房地产评估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176)物业管理 *(00015)英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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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2018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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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开放大学 

市场营销专业 

A0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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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

类） 

会计专业                

A0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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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

类） 

行政管理专业            

A03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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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63)管理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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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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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2)社会工作概论 

商务管理专业          

C020214 （基础科段） 

(00802)管理信息技术（Z） 

(00808)商法（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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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

类） 

商务管理专业 

C020226 （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11748)商务运营管理（Z） *(00015)英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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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学校、专业 

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2018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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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室内设计专业 

A05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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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88)设计概论 

室内设计专业 

B050432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6216)中外建筑史 *(00015)英语（二）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 

A020166 （专科） 

(03870)策划文案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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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72)会展营销 

会展管理专业   

B020180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8886)会展心理学 *(00015)英语（二） 

(03872)会展营销 

上海商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专业 

A020255 （专科） 

(07990)连锁企业门店开

发、营运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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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84)商业法规 

上海电机学院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 

A080744 （专科） 

(01668)机床设备电气与

PLC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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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95)数控机床故障诊断

与维护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投资理财专业 

B020177 （独立本科段）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

机应用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管类） 

*(00015)英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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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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专业中“助理能源管理证书考试”及“能源管理证书考试”的课程开考安排请向上海交通运输协会询问。联系电

话：63904821；63904822。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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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