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章程

一、院校全称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二、就读校址

奉贤校区地址为海泉路 100 号；徐汇校区地址为漕宝路 120 号。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录取新生就读校区为徐汇校区，国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市场营销就读地址将根据学校规划安排奉贤校区或

徐汇校区，其它专业就读地址为奉贤校区。

三、招生层次 ■ 本科

四、办学类型 ■ 普通高等学校 ■ 公办高等学校

五、颁发学历

证书的院校名

称及证书种类

院 校

名 称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证 书

种 类

修学期满，符合毕业要求，颁发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专科起点升本科毕

业证书。

六、院校招生管理机构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是学校招生工作的决策机构，领导

学校本专科招生工作；招生办公室是学校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

构，负责学校专升本、高本贯通转段考试招生的日常工作；招生监察小

组是学校招生工作的纪检监察机构。

七、招生计划及说明

一、2022 年普通专升本招生专业及计划如下：

专业 层次 学制 计划数（人）

网络工程 本科 2年 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2年 2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2年 2

自动化 本科 2年 2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2年 2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2年 5

环境设计 本科 2年 3

产品设计 本科 2年 2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2年 10

劳动与社会保障 本科 2年 6

合计 40



二、2022 年退役士兵专升本招生专业及计划如下：

备注：市场营销专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社会工作专业

为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三、2022 年高本贯通转段专业及计划如下：

以上所有招生专业无男女比例限制，入学后外语教学语种均为英语。

专业 层次 学制 计划数（人）

市场营销 本科 2年 40

社会工作 本科 2年 10

合计 50

专业 层次 学制 计划数（人）

土木工程 本科 2年 不超过 35 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2年 不超过 40 人

八、选拔对象

符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2 年本市部分普通高校招收“专升

本”新生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21〕52 号)报考条件的考生。高本

贯通转段考试仅限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建筑工程技术专业（高本贯通）和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高本贯通）具有转段

资格的高职阶段三年级学生报考。

一、报名条件：

1、普通专升本非艺术类招考专业（含高本贯通专业）须达到大学英语四

级成绩 425 分及以上，小语种专业考生若经市教委审批同意参加专升本

考试，则认定其外语成绩等同英语四级及格成绩（即 425 分）；艺术类招

考专业须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成绩 315 分及以上。所有招考专业未取得上

海市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考试或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合格证书，须参加

我校组织的计算机资格考试。

2、退役士兵不受大学英语四级成绩和计算机证书限制。

3、符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有关高校保送录取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

手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3 号）保送资格的考生，可在 3月 11 日

中午 12:00 前向我校提出保送申请，过时不再受理，申请专业须符合 2022

年我校普通专升本招生专业，通过我校审核的考生方可进行报考。

4、对于参加基层服务项目的高校毕业生，我校协同相关主管部门进行资

格审核。

二、报名方法：

1、具有报考资格的考生（含高本贯通、退役士兵），按市教委文件规定

时间登录上海招考热线（ www.shmeea.edu.cn），完成网上报名、志愿填



报和规定材料上传。

2、普通专升本考生限报一个专业，报考的专业与所学高职（专科）专业

须为我校可报考高职（专科）专业范围（见其他须知附表），且考生在招

考热线上填报的专业及专业代码须与本人高职就读专业完全一致。

3、退役士兵专升本考生须至少填报 1个专业志愿，且服从调剂。

4、学校将协同相关主管部门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核。

5、审核通过且完成缴费的考生按考试院规定时间自行打印准考证。

九、身体健康状况要求

以教育部、原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及有关补充规定为依据，考生须

据实上报健康状况。若隐瞒病情病史，学校将按照本校学籍管理规定中

有关退学与休学的规定执行。其中：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无色弱、色盲；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专业无色盲。

十、测试办法

一、考试日期：

2022 年 4 月 9 日 （星期六）

二、考试地点：

徐汇校区（漕宝路 120 号），详见本人准考证。

三、考试安排：

1、普通专升本计算机资格考试科目、时间、地点：

资格考试科目 时间 考试地点

计算机基础 13:00-14:40 徐汇校区 44 号楼（漕宝路 120 号）

2、普通专升本专业考试科目、时间、地点：

招生专业 考试科目 时间 考试地点

网络工程 C语言与数据结构 9:00-11:00

徐 汇校区

图书馆

（漕宝路

120 号）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自动化

电路 9:00-10:30

高等数学 10:45-12:15

化学工程与工艺 无机及分析化学 9:00-10:40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

产品设计

创意素描 9:00-12:00

国际经济与贸易 西方经济学 9:00-10:40

劳动与社会保障 公共管理学 9:00-10:40

3、世界技能大赛获奖的保送生将单独组织综合考核，考核方式为面试。



4、退役士兵须参加市教委统一组织的适应能力分流测试，测试地点在上

海杉达学院。

5、高本贯通转段考试科目、时间、地点：

招生专业 考试科目 时间 考试地点

土木工程
工程力学、土木工程

施工技术
9:00-11:00

徐汇校区

图书馆

（漕宝路

120 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与数据结构 9:00-11:00

十一、录取规则

1、普通专升本加试计算机基础资格考试的考生，资格考试成绩达合格线

60 分，专业加试科目成绩方能生效。

2、普通专升本录取以专业加试科目总成绩为依据，按计划划定各专业录

取分数线，相同加试科目的专业按计划总数统一划线。线上考生按专业

志愿优先的办法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如所报专业未能录取，但愿意

服从专业调剂，学校将其调剂到相同加试科目的其它专业。同分依次比

较大学英语四级成绩、上海市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全国计算机等级、

学校计算机资格考成绩。

3、若某专业录取分数线上录取人数小于该专业招生计划数，学校可将多

余计划调剂到报考比高和生源质量好的专业。

4、退役士兵根据适应能力分流测试成绩从高到低，遵循志愿原则，予以

投档录取。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奖励的考生加 10 分。同分

依次比较军事常识、时事政治、文学常识成绩。

5、高本贯通专业转段考试成绩须达 60 分及以上。

6、世界技能大赛获奖的保送生根据综合考核成绩择优录取。

7、凡被我校预录取的考生，在报到时未能取得普通高校专科毕业证书，

将取消其录取资格。

十二、收费

标准

学费标准
普通专业每生每学年 5000 元；艺术类专业每生每学年 10000 元（沪价行

（2000）120 号）。

住 宿 费

标 准

每生每学年不超过 1200 元（沪价费（2003）56 号、沪财预（2003）93

号、沪教委财（2012）118 号）。

报 名

考 试 费

标 准

报名费 14 元、考试费每科 26 元（沪价费（2002）8 号、沪财预(2002)8

号）。

1科报名考试费 40 元/人（报名费 14 元，考试费 26 元*1 科）

2科报名考试费 66 元/人（报名费 14 元，考试费 26 元*2 科）

3科报名考试费 92 元/人（报名费 14 元，考试费 26 元*3 科）

十三、资助政策

我校认真执行国家和本市相关学生资助规定，被本校录取的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可通过“绿色通道”申请入学，入学后可按规定申请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

学岗位、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我校承诺：确保被本校录取的学



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十四、监督机制及举报

电话

我校专升本、高本贯通转段考试招生全程接受校纪检监察机构监督。

举报电话：60873388

十五、网址及联系电话

学校官网：https://www.sit.edu.cn

招生办官网：https://adm.sit.edu.cn

咨询电话：64941403

十六、其他须知

附表：

招生专业 可报考专科（高职）专业名称（专业代码）

网络工程

610115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610119 物联网应用技术；

610201计算机应用技术；610201H计算机应用技术（中

外合作）；6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H 计算机

网络技术（中外合作）；610203 计算机信息管理；

610203H 计算机信息管理（中外合作）；610205 软件

技术；610206 软件与信息服务；610210 数字媒体应

用技术；610211 信息安全与管理；610215 大数据技

术与应用；610216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610307 物联

网工程技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自动化

5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560102 机械制造与自

动化；560103 数控技术；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H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外合作）；560302 电气

自动化技术；560304 智能控制技术；560309 工业机

器人技术；560601 飞行器制造技术；560703 汽车电

子技术；560707 新能源汽车技术；600209 汽车运用

与维修技术；6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600410 飞

机电子设备维修；610102 应用电子技术；610103 微

电子技术；610107 汽车智能技术；610115 移动互联

应用技术；610119 物联网应用技术；610201 计算机

应用技术；610201H 计算机应用技术（中外合作）；

610202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H计算机网络技术（中

外合作）；610203 计算机信息管理；610203H 计算机

信息管理（中外合作）；610210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610215大数据技术与应用；610301通信技术；610301H

通信技术（中外合作）；610307 物联网工程技术

化学工程与工艺
520804 环境工程技术；570103 药品生物技术；570201

应用化工技术；620301 药学；620302 中药学



重要提示：

1、根据上海市疫情防控要求，考生考前 14 天不得离沪，具体防疫

要求详见我校招生官网。

2、我校未委托任何个人或中介机构开展专升本有关工作，不举办任

何形式的辅导班。

请考生关注学校招生官网 https://adm.sit.edu.cn，我校专升本相关

信息均通过校招生网站发布，不再另行通知。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

产品设计

650101 艺术设计；650101H 艺术设计（中外合作）；

650102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650103 广告设计与制

作；650103H 广告设计与制作（中外合作）；65010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650105 产品艺术设计；650107

皮具艺术设计；650108 服装与服饰设计；650109 室

内艺术设计；650110 展示艺术设计；650111 环境艺

术设计；650112 公共艺术设计；650113 雕刻艺术设

计；650115 陶瓷设计与工艺；650117 玉器设计与工

艺；650118 首饰设计与工艺；650119 工艺美术品设

计；650120 动漫设计；650121 游戏设计；650124 摄

影与摄像艺术；650125 美术；660203 广播影视节目

制作；6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660209 影视动画；

660209H 影视动画（中外合作）

国际经济与贸易

630201 金融管理；630503 国际商务；630503H 国际商

务（中外合作）；630506 报关与国际货运；630602 商

务管理；630701 市场营销

劳动与社会保障 不限

https://adm.si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