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上海海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招生简章  
一、  学院简介  

 

上海海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立于 1994 年。1960 年，上海海洋大学开始举办夜大学，由于受“文革”影响，一

度停办。1985年恢复招生，并成立职业教育办公室，1993年开始招收函授学生，1994年成立成人教育学院，1995年

开设脱产专业，1996 年开始招收脱产学生，1997 年学院与农业部干部培训中心上海海洋大学分院合署办公，2013 年

11月学院更名为继续教育学院。 

上海海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目前在校学生近 5000人。学院学历教育设有专科专业 30 个、本科专业 15个、专升本

专业 10 个，涉及经济、管理、工程、电子信息、计算机、旅游、食品、语言、环境等领域。同时在安徽、宁夏、江苏、

广东、广西、江西、新疆等地建有多个函授站。学院积极适应现代信息社会背景下继续教育发展的趋势，不断进行教

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的改革，以服务学生为中心，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全力拓展新形势下的继续教育。 

学院积极发展非学历教育，以干部培训和行业培训为特色，开办发展海洋经济高级研修班、海洋环境监测人员培

训班、水产领导干部研修班、水产技术推广人员培训班、渔政人员培训班、食品质量安全人员培训班、发展现代农业

培训班、合作社理事长培训班、组织系统领导干部培训班等，以及与有关单位合作开办职业技能证书班等，受到上级

主管部门和社会的充分肯定。 

学院将继续秉承上海海洋大学“勤朴忠实”的校训，积极发扬学校在海洋、水产、食品等学科的特色和优势，为

祖国的海洋和水产事业贡献力量。 

二、 2018年招生专业目录                                                                                                                                                                                                                                                                                                                                                                                                                                                                                                                                                     

 （一）夜大学教育  

1、夜大学招生专业目录  

层次 专业名称 最低学习年限 科类 上课地点 招生方式 

本科 

物流管理 5 文理 3 社会招生 

国际经济与贸易 5 文理 4、6、9 社会招生 

会计学 5 文理 3、4 社会招生 

专 

升 

本 

行政管理 2.5 经管 1、2、3、4、5、8 社会招生 

国际经济与贸易 2.5 经管 2、9 社会招生 

物流管理 2.5 经管 1、3 社会招生 

会计学 2.5 经管 1、3、4、5、6、7 社会招生 

工商管理 2.5 经管 2、6 社会招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5 理工 2、3 社会招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5 理工 2、3、4 社会招生 

工业工程 2.5 经管 2 社会招生 

 

2、具体专业及上课地点等内容以考试院公布为准 

3、学费标准：根据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市物价局的有关文件规定，高起本各专业的学费合计均为 16000 元/人，专

升本各专业的学费合计均为 9600 元/人。 

4、录取规则：在符合成人高校招生报名条件、考试成绩达到上海市投档分数线的考生中，学校将按照考生报考

的专业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总分相同时高起本按单科成绩数学、外语、语文、综合的成绩排序，专升

本按单科成绩数学、外语、政治的成绩排序，各校外教学点各专业录取人数达不到开班人数不予开班。 

5、上课时间：周一至周五的 1-2 个晚上，和双休日周六或周日的一天，教学点上课时间请咨询各教学点。 



 

6、招生咨询电话：65710116  投诉及监督电话：65710116 

7、上课地点一览表： 

编号 上课地点 咨询电话 

1 杨浦区军工路 318号 65710116 

2 黄浦区丽园路 234号 18621700556 

3 浦东新区惠南镇工农南路 235号 58011986、58011996 

4 青浦区高泾路 588号 59889091 

5 嘉定区塔城路 228号 601室 59523315、69910220 

6 静安区共和新路 1165号 2楼 201室 13301812020 

7 青浦区青龙路 31号 1楼教师办公室 69710708 

8 宝山区永乐路 737号 56126313、56126314 

9 浦东新区拱极路 3800号教学大楼 110室 13918283178 

 

 

 

 

 

 

 

 

 

 

 

 

 

 

 

 

 

 

 

 

 

 

 

 

 

 

 

 

 

 



 

 

 

（二）函授教育 

1、函授招生专业目录  

层次 专业名称 

最低

学习

年限 

科类 函授站名称 学习形式 招生方式 

专科 水产养殖技术 3 理工 安徽、广东、广西、青岛 函授 社会招生 

高 

起 

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 文理 广东 函授 社会招生 

国际经济与贸易 5 文理 广东、宁夏 函授 社会招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 文理 广东、青岛 函授 社会招生 

市场营销 5 文理 广东、宁夏、青岛 函授 社会招生 

会计学 5 文理 广东、青岛 函授 社会招生 

物流管理 5 文理 广东、青岛 函授 社会招生 

专 

升 

本 

工商管理 2.5 经管 青岛 函授 社会招生 

行政管理 2.5 经管 安徽、广东、青岛 函授 社会招生 

国际经济与贸易 2.5 经管 广东 函授 社会招生 

会计学 2.5 经管 广东、青岛 函授 社会招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5 理工 广东、青岛 函授 社会招生 

水产养殖学 2.5 农学 安徽、广东、广西、青岛 函授 社会招生 

物流管理 2.5 经管 广东 函授 社会招生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5 理工 广东 函授 社会招生 

2、具体专业及上课地点等内容以各省市教育厅公布为准 

3、学费标准：按各函授站当地物价局和教育局规定的学费收取； 

4、录取规则：在符合成人高校招生报名条件、考试成绩达到各省市投档分数线的考生中，学校将按照考生报考的专

业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总分相同时高起本按单科成绩数学、外语、语文、综合的成绩排序，专升本按

单科成绩数学、外语、政治的成绩排序，高起专按单科成绩数学、外语、语文的成绩排序。 

5、上课时间：以自学为主，每年两次集中在相应地区的函授站面授、考试。 

6、函授站一览表： 

站  名 学  校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安徽函授站 安徽生物工程学校 安徽合肥市农科南路 48 号 230001 （0551）65146733 

宁夏函授站 宁夏农业学校 宁夏区银川市西夏区文萃北路职教园

区宁夏农业学校 318 室 
750021 （0951）2135208 

广东函授站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海珠区赤沙路 15 号 510320 （020） 84093091 

广西函授站 广西水产畜牧学校 广西南宁市青山路 7 号 530021 （0771）5339942 

青岛函授站 青岛海运职业学校 青岛市市南区菏泽路 3 号 266000 （0532）82688711 



 

  

 

2 0 1 8年 招 生 宣 传 资 料  答考生问                         
上海海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问：报考你校的条件是什么？ 
答：本市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均可报考。报考者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

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报考高中起点升本科的考生应具有高中阶段（含中专、职校、技校）毕业文化程度；报考专科起点升本科的考生必

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的人员。 

问：如何报考贵校？ 

答：考生在具备报考资格的条件下，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报名，2018 年成人高考的上海地区网上报名时间为 9 月 6

日至 10 日，网址为：www.shmeea.com.cn。现场确认时间为 9 月 14 日至 17 日上旬，请考生持本人的毕业证书、身份证、

工作证或待业证明及其相应的复印件，如有加分条件的考生，请带相应的证件或证明及其复印件来我校报名。成人高考

时间为 10 月 27 日、28 日。以上具体时间以考试院公布为准。 

欢迎“三支一扶”考生报考我校。 

问：在填报你校志愿时，夜大和函授有何不同？ 

答：夜大、函授主要是指学习形式。夜大、函授是以业余时间学习为主，夜大学习主要对上海地区的学生，每星期利用

双休日的一天加一、二个晚上集中上课；函授学习主要对外省、市的学生，平时以自学为主，每年两次集中在相应地区

的函授站面授、考试。 

 

问：高起本考试科目和录取形式怎样？ 

答：高起本专业考试科目共四科，各科满分成绩均为 150 分。 

考试科目：语文、数学 、英语、物理化学综合或历史地理综合。 

问：专升本的考试科目和录取形式怎样？ 

答：专升本专业考试科目共三科，各科满分成绩均为 150 分，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实行全国统考，由教育部统一命题，

录取投挡分数线以考试院公布为准。 

考试科目：   

经管类专业：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 

理工类专业：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一）； 

文史类专业：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农学类专业：政治、英语、生态学基础。 

问：录取你校后，考生的户口、毕业分配有何要求？ 
答：成人高等教育不迁户口，择优推荐就业。 

问：成人教育的毕业文凭国家是否承认？ 

答：成人教育的毕业文凭是国家承认的，对符合条件的本科（含高起本和专升本）毕业生可授予学士学位。 

http://www.shmeea.com.cn/


 

 

2 0 1 8年 招 生 宣 传 资 料   

高起本、专升本、高起专专业简介              上海海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高起本） 

培养方向：培养能熟练掌握外语、基本经济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熟悉对外贸易的政策与法规，了解开展国际
商务活动的环境，能运用所学的理论、业务知识与技能，对国际贸易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并从事国际贸易和管理
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货
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   

物流管理：（高起本） 
培养方向：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扎实的管理学基础、经济学和信息技术基础知识，熟悉法规，掌握现代物流管

理理论、信息系统的手段、方法，具备物流管理、规划、设计等较强实务运作能力的高级现代物流管理人才。 

主干课程：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经济法、运筹学、现代物流管理、电子商务、运
输经济学、国际货运代理、供应链管理、配送技术与管理、物流成本管理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高起本） 
培养方向：培养具有良好的科研素质，系统地、较好地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与应用的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与方法，能在教育、企事业、科研等单位以及技术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计算机教学、
科研和应用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 

主干课程：电路与电子技术、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接口技术、程序设
计语言、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软件工程。 

会计学（高起本） 
培养方向：培养具有会计工作和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够胜任各企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师事务所、经营管理等部门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西方经济学、应用统计学、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经济法、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
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审计学、国际金融。 

市场营销（高起本） 

培养方向：培养掌握现代市场营销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技能，具有市场营销活动的调查研究、决策、应变、

开拓等能力和一定外语水平的市场营销工作的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西方经济学、商品学、应用统计学、数据库基础及应用、企业经营管理、广告学、市场营销学、消

费心理学、国际营销、市场调研与预测。 

物流管理（专升本） 
培养方向：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扎实的管理学基础、经济学和信息技术基础知识，熟悉法规，掌握现代物流管

理理论、信息系统的手段、方法，具备物流管理、规划、设计等较强实务运作能力的高级现代物流管理人才。 

主干课程：市场营销学、经济法、运筹学、现代物流管理、电子商务、运输经济学、国际货运代理、供应链管
理、配送技术与管理、物流成本管理等。 

英语（专升本） 
培养方向：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比较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能在外事、经贸、文化、新闻出

版、教育、科研、旅游等部门从事翻译、研究、教学、管理工作的英语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英语阅读、报刊选读、英语写作、英语口语、英语语法、英语视听、翻译理论与实践、商贸英语、
科技英语、语言学概论、主要英语国家文学史及文学作品选读、主要英语国家国情。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升本） 
培养方向：本专业培养具有食品科学、微生物学、食品毒理学、食品标准与法规和食品质量管理知识的高级工

程技术人才。主要掌握食品原料学、食品安全学、食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食品法规和食品微生物等方面的专业知

识与技能。 

主干课程：食品安全学、食品毒理学、食品与环境科学、现代食品检测技术、食品卫生学、食品加工学、动植
物检验检疫学、食品保藏学、食品质量控制学、食品标准与法规。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升本） 
培养方向：培养能熟练应用外语，掌握基本经济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熟悉对外贸易的政策与法规，了解开展

国际商务活动的环境，能运用所学的理论、业务知识与技能，对国际贸易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并从事国际贸易实
务和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营销、国际经济合作、统计学、会计学、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贸易结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升本） 
培养方向：培养具有良好的科研素质，系统地、较好地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与应用的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与方法，能在教育、企事业、科研等单位以及技术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计算机教学、
科研和应用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 

主干课程：大学物理、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系统结构、C/S数据库设计、网络应用
技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升本） 

培养方向：本专业培养具备机械设计制造基础知识与应用能力，能在工业生产第一线从事机械工程领域内的设
计制造、科技开发、应用研究、运行管理和经营销售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主干课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设计、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电工技术基础、电子技术基础、单片
机原理及应用、机械制造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 系统。 

 

会计学（专升本） 
培养方向：培养具有会计工作和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够胜任各企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师事务所、经营管理等部门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西方经济学、高级财务会计、财务报表分析、管理会计、会计信息系统、货币银行学、跨国公司财
务、企业税务。 

行政管理（专升本） 
培养方向：本专业培养具备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全面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从事管理工作及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 

主干课程：秘书学概论、经济管理学、现代企业管理、领导科学、国民经济管理、公共政策分析、人力资源开
发与管理、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水产养殖学（专升本） 
培养方向：培养具备海、淡水经济水产动、植物增养殖以及水产动物的营养与饲料、病害防治、育种等方面的

知识和能力，能够胜任水产养殖生产、教育、科研和管理等部门工作的复合型高级科学技术人才。 

主干课程：动物学、水生生物学、特种水产生物学、组织胚胎学、水产动物疾病防治、鱼类增养殖学、海珍品养殖

学、养殖水化学、微生物学、鱼类生理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升本） 

培养方向：本专业培养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及经济管理知识的复合人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信息
化服务。 

主干课程：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系统结构、运筹学、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网络、
管理学原理、管理信息系统、会计学。 

海洋技术（专升本） 
培养方向：本专业培养具备海洋科学的基本理论以及海洋遥感与信息处理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

海洋信息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及其相关领域从事科研、教学、管理及技术工作，具有良好科学素养、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 

主干课程：海洋科学导论、海洋学、海洋调查与观测技术 、海洋环境要素计算、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流体力学、

物理海洋学、海洋生物学、卫星海洋学、地理信息系统和海洋生态学等。 

工业工程（专升本） 

培养方向：培养具备机械工程技术和信息技术基础知识，掌握现代工业工程和系统管理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

在制造、服务管理等领域的技术或管理部门从事技术管理以及生产系统的分析、规划、设计、评价和创新工作的应

用型专业人才。 

主干课程：工业工程、机械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工业工程基础，管理学概论，运筹学，生产计划与控制，

工程经济学，人因工程基础，系统工程，质量管理与可靠性。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升本） 

培养方向：本专业培养具有较强的综合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一定的创新精神，能够从事与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领域相关的工程设计、系统运行、控制、电子技术、信息处理、实验分析方面的开发研究，具备管理和计算机

应用等领域工作的宽口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 

主干课程：电气工程、电气控制及PLC技术课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

字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电力系统基础、电机与拖动基础、电力电子技术、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水产养殖技术（专科） 

培养方向：培养从事池塘、水库、湖泊、浅海、滩涂、渔业生产为主，能适应特种水产和海产经济动植物增养

殖需要的渔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应用及业务管理人才。 

主干课程：动物学、微生物学、水质分析、鱼类学、水生生物学、遗传育种、饵料及饲料学、水产动物疾病防治、

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海产动物增养殖。 
 

 

 

 

 

 

 

 

 

 

 

 

 

 

 

 

 

 

 

 

 

 

 

 

 

 

 

 

 

 

 

 

 

 

 

 

 

 

 

学校地址（即现场确认地址）： 

学校地址：上海杨浦区军工路 318 号 

邮编：200090 

电话：65710116 

学院网址：http://cjxy.shou.edu.cn/ 

上海招考热线：http://www.shmeea.com.cn 

http://cjxy.sho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