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上海海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招生简章 
 

一、学院简介 
   上海海洋大学是多科性应用研究型大学，上海市人民政府与国家海洋局、

农业农村部共建高校。2017年9月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学校

校训：勤朴忠实，1914年9月1日定立。创校初心：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

办学传统：把论文写在世界的大洋大海和祖国的江河湖泊上。 

上海海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立于 199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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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安徽、广东、

广西、山东等地建有函授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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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招生专业设置                                                                                                                                                                                                                                                                                                                                                                                                                                                                                                                                                    
1、业余招生专业目录 

层次 专业名称 
学

制 
学习年限 科类 上课地点 学习形式 

专 

升 

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年 2.5-5年 工学 5、6、8 业余 

国际经济与贸易 3年 2.5-5年 经济学 5、8 业余 

工商管理 3年 2.5-5年 管理学 1、2、5 业余 

会计学 3年 2.5-5年 管理学 5、6 业余 

行政管理 3年 2.5-5年 
管理学 3、4、5、6、

7 
业余 

物流管理 3年 2.5-5年 管理学 5、8 业余 

工业工程 3年 2.5-5年 管理学 5 业余 

 

2、业余上课地点一览表： 

编号 上课地点 咨询电话 

1 杨浦区军工路 318号 65710116 

2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1227号 55033761 

3 上海市宝山区永乐路 737号 56126313 

4 上海市嘉定区金沙路 75号 59523315 

5 上海市黄浦区瞿溪路 805号 60442029、60442037 

6 上海市青浦区高泾路 588号 59889091 

7 上海市浦东新区工农南路 235号 58011996 

8 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二路 658号 57811649 

具体专业及上课地点等内容以考试院公布为准 

 

3、函授招生专业目录  

层次 专业名称 学制 学习年限 
科类 上 课 地

点 

学习

形式 

高起

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年 5-8年 工学 4 函授 

市场营销 5年 5-8年 管理学 4 函授 

会计学 5年 5-8年 管理学 4 函授 

专升

本 

工商管理 3年 2.5-5年 管理学 4 函授 

行政管理 3年 2.5-5年 管理学 1、2、4 函授 

会计学 3年 2.5-5年 管理学 2 函授 

水产养殖学 3年 2.5-5年 农学 1、2、3 函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年 2.5-5年 工学 2、4 函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年 2.5-5年 工学 2 函授 

 



 

4、函授上课地点一览表： 

序号 站  名 学  校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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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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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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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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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报名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3、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4、报考高起本的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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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结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 

5、2021年春季本市成人高校毕业生（须提交就读学校证明）； 

6、本市常住户口、在本市工作的非本市常住户口人员； 

 

四、报名流程 

各函授站按照当地考试院要求执行。上海市站点报名流程如下： 

（一）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时间预计 8 月中下旬，届时登录上海教育考试院

网站“上海招考热线”（www.shmeea.edu.cn）报名。 

（二）网上确认。上海教育考试院拟采取网上确认方式，所需报名材料均通

过网上上传，并由学校审核确认，具体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为准。 

（三）网上缴费。网上报名信息提交成功并通过确认审核的考生，登录“上

海招考热线”（www.shmeea.edu.cn）缴费，否则报名无效。 



 

五、入学考试 

（一）考试时间 

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时间在十月下旬，具体时间和相关要求以上

海教育考试院网站“上海招考热线”、各省考试院通知为准。 

（二）考试科目 

（1）专升本（每科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1、工学、理学类：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一）。 

2、经济学、管理学类：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二）。 

3、农学类：政治、外语、生态学基础。 

（2）高起本（每科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1、理科类：语文、数学（理科）、外语、理化（物理、化学综合） 

2、文科类：语文、数学（文科）、外语、史地（历史、地理综合） 

六、录取规则 

  各函授站按照当地考试院要求执行。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有关成人高校

招生录取规定的相关文件精神，为保证成人高考录取工作公平、公开、公正，

现将上海市站点录取原则公布如下： 

（一）对于参加全国成人高考并达到上海市成人高校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

线的考生，各专业录取严格按照志愿优先原则，按总分由高到低依次择优录

取。 

（二）成人高考总分相同时，专升本层次依次按数学、外语、政治单科成绩

排序从高分到低分录取；高起本层次依次按数学、外语、语文、综合单科成

绩排序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三）当录取线上的人数超过该专业招生计划数，或录取线上人数不能达到

开班要求（原则上不足 20人），学校将根据考生填报的志愿信息，按序调剂；

如考生不同意调剂，学校将按退档处理。 



 

（四）录取方法和程序、免试条件及政策照顾加分，按照 2020 年上海市成人

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规定执行。 

七、学费标准 
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实行学分制收费。根据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市物价局的

有关文件规定，各专业的学费均为 120 元/学分，专升本总学费 9600 元。各

函授站根据当地物价局和教育局规定收取学费。 

八、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21-65710116 

监督电话：021-65711970 

咨询地址：上海杨浦区军工路 318 号综合楼 3楼 307 

学院网址：http://cjxy.shou.edu.cn/ 

微信公众号：上海海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特别提示：本《招生简章》在执行过程中如遇教育部或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颁布新政策，按新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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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