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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关于本科专业自主评估工作计划时间表的报告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师范大学是上海市重点建设的大学，是一所教师教育特色鲜

明的综合性大学。学校现有 86个本科专业，覆盖 11个学科门类，每

年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5100人左右。 

2013年 7月至 2014年 4月，学校邀请校外专家分三批对全校 81

个本科专业实施达标评估工作，目的是通过专业评估工作，明确专业

办学现状，凝练专业特色，发现存在的问题，促进专业改革和专业发

展，为学校制定发展规划和专业布局规划做好准备。在专业评估的基

础上，学校启动本科专业优化调整工作，先期归并 2个专业，2个专

业停止招生，扩大大类招生专业范围。 

在学校专业办学布局调整的基础上，去除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招

收留学生的专业，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推进本市高校本科专

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沪教委高[2015]18号）文件要求，学校对

78 个在境内招生实施培养的专业制订 2015 年至 2019 年本科专业自

主评估工作计划时间表如下： 

本科专业自主评估工作计划时间表（2015-2019年） 

专业代码 大类名称 专业名称 
所在 

学院 

专业自主 

评估时间 
备注 

130308 艺术学 录音艺术 音乐 第 1批  

050101 文学 汉语言文学 人文 第 2批  

050105 文学 古典文献学 人文 第 2批  

050303 文学 广告学 人文 第 2批  

060101 历史学 历史学 人文 第 2批  

050103 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 对外 第 2批  

050207 文学 日语 外国语 第 2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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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大类名称 专业名称 
所在 

学院 

专业自主 

评估时间 
备注 

071102 理学 应用心理学 教育 第 2批  

040107 教育学 小学教育 教育 第 2批  

040106 教育学 学前教育 教育 第 2批  

071001 理学 生物科学 生环 第 2批  

030503 法学 思想政治教育（团队） 青年 第 3批  

020101 经济学 经济学 商 第 3批  

020302 经济学 金融工程 商 第 3批  

020306T 经济学 信用管理 商 第 3批  

020301K 经济学 金融学 商 第 3批  

020304 经济学 投资学 商 第 3批  

020303 经济学 保险学 商 第 3批  

070501 理学 地理科学 旅游 第 3批  

120901K 管理学 旅游管理 旅游 第 3批  

040201 教育学 体育教育 体育 第 3批  

050305 文学 编辑出版学 人文 第 4批  

120402 管理学 行政管理 法政 第 4批  

030101K 法学 法学 法政 第 4批  

120204 管理学 财务管理 商 第 4批  

070301 理学 化学 生环 第 4批  

070302 理学 应用化学 生环 第 4批  

120903 管理学 会展经济与管理 旅游 第 4批  

130301 艺术学 表演 谢晋 第 4批  

080701 工学 电子信息工程 信机 第 4批  

080703 工学 通信工程 信机 第 4批  

130202 艺术学 音乐学 音乐 第 5批  

130205 艺术学 舞蹈学 音乐 第 5批  

130201 艺术学 音乐表演 音乐 第 5批  

130401 艺术学 美术学 美术 第 5批  

130502 艺术学 视觉传达设计 美术 第 5批  

130503 艺术学 环境设计 美术 第 5批  

130504 艺术学 产品设计 美术 第 5批  

130402 艺术学 绘画 美术 第 5批  

130305 艺术学 广播电视编导 谢晋 第 5批  

130309 艺术学 播音与主持艺术 谢晋 第 5批  

120502 管理学 档案学 人文 第 6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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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大类名称 专业名称 
所在 

学院 

专业自主 

评估时间 
备注 

050302 文学 广播电视学 人文 第 6批  

120210 管理学 文化产业管理 人文 第 6批  

030503 法学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 第 6批  

010101 哲学 哲学 哲学 第 6批  

120206 管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 法政 第 6批  

120403 管理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法政 第 6批  

120401 管理学 公共事业管理 教育 第 6批  

040101 教育学 教育学 教育 第 6批  

070102 理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理 第 6批  

070101 理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理 第 7批  

070201 理学 物理学 数理 第 7批  

081301 工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生环 第 7批  

071002 理学 生物技术 生环 第 7批  

082502 工学 环境工程 生环 第 7批  

082701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生环 第 7批  

070504 理学 地理信息科学 旅游 第 7批  

070503 理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旅游 第 7批  

120902 管理学 酒店管理 旅游 第 7批  

040203 教育学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体育 第 7批  

030302 法学 社会工作 人文 第 8批  

120801 管理学 电子商务 商 第 8批  

120208 管理学 资产评估 商 第 8批  

050201 文学 英语 外国语 第 8批  

040104 理学 教育技术学 数理 第 8批  

071201 理学 统计学 数理 第 8批  

040102 教育学 科学教育 生环 第 8批  

080202 工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信机 第 8批  

080901 理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机 第 8批  

080601 工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信机 第 8批  

130304 艺术学 戏剧影视文学 人文 第 9批  

130404 艺术学 摄影 人文 第 9批  

050204 文学 法语 商 第 9批  

130403 艺术学 雕塑 美术 第 9批  

130406T 艺术学 中国画 美术 第 9批  

130310 艺术学 动画 谢晋 第 9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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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大类名称 专业名称 
所在 

学院 

专业自主 

评估时间 
备注 

081001 工学 土木工程 建工 第 9批  

120103 管理学 工程管理 建工 第 9批  

130508 艺术学 数字媒体艺术 数理  并入动画 

070202 理学 应用物理学 数理  并入物理学 

120209 管理学 物业管理 建工  停招 

120409T 管理学 公共关系学 人文  停招 

080211T 工学 机电技术教育 信机  停招 

080208 工学 汽车服务工程 信机  中外合作 

090102 农学 园艺 生环  中外合作 

050102 文学 汉语言 对外  招留学生 

 

注： 

序号 对应的时间段 

第 1批 2015 年秋季学期 

第 2批 2016 年春季学期 

第 3批 2016 年秋季学期 

第 4批 2017 年春季学期 

第 5批 2017 年秋季学期 

第 6批 2018 年春季学期 

第 7批 2018 年秋季学期 

第 8批 2019 年春季学期 

第 9批 2019年秋季学期 

 

 

上海师范大学 

2015年 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