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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学 位 委 员 会 文 件 
 

 

 

沪学位〔2018〕4号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关于转发 2017 年审核增列的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学位授权单位：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7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

士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学位〔2018〕9号），现将批准的授权

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名单转发给你们。 

各单位要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

求，进一步加强学位授权点建设，做好研究生培养工作，不断提高

培养质量。 

 

附件：2017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 

 

 

 

上 海 市 学 位 委 员 会 

2018 年 4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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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 

 

已有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新增为博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名单 

学位授予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不再保留的二级学科授权点 

同济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080702 热能工程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081803 地质工程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04 应用化学 

上海理工大学 系统科学 071102 系统分析与集成 

上海海事大学 电气工程 080804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船舶与海洋工程 082402 轮机工程 

东华大学 土木工程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

程 

 工商管理 120202 企业管理（含：财务管理、市

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华东师范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心理学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1 环境科学 

上海财经大学 哲学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yjss_xwgl/moe_818/201803/W0201803265494497601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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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05 伦理学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上海大学 电气工程 080804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土木工程 081402 结构工程 

上海社会科学院 应用经济学 020205 产业经济学 

 

新增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名单 

学位授予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复旦大学 大气科学 

网络空间安全 

同济大学 政治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上海交通大学 新闻传播学 

生物工程 

上海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东华大学 设计学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 

华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工商管理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 

上海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新增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名单 

学位授予单位名称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 
东华大学 工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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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新增为硕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名单 

学位授予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不再保留的二级学科授权点 

华东理工大学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120502 情报学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外国语言文学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力学 080103 流体力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上海海事大学 应用经济学 020205 产业经济学 

020206 国际贸易学 

东华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电气工程 080804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公共管理 120401 行政管理 

上海海洋大学 应用经济学 020205 产业经济学 

上海师范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设计学 1305L1 设计艺术学 

上海财经大学 哲学 010105 伦理学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数学 070104 应用数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上海体育学院 新闻传播学 050301 新闻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公共管理 120404 社会保障 

上海社会科学院 新闻传播学 050301 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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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名单 

学位授予单位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上海交通大学 海洋科学 

上海理工大学 化学 

东华大学 新闻传播学 

土木工程 

上海电力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上海中医药大学 科学技术史 

医学技术 

上海师范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上海财经大学 软件工程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理论经济学 

统计学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学 

外国语言文学 

新闻传播学 

上海大学 政治学 

建筑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交通运输工程 

设计学 

上海政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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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公共管理 

 

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名单 

学位授予单位名称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 

上海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硕士 

会计硕士 

艺术硕士 

上海海事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会计硕士 

东华大学 应用统计硕士 

新闻与传播硕士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风景园林硕士 

艺术硕士 

上海中医药大学 公共卫生硕士 

华东师范大学 会计硕士 

上海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硕士 

农业硕士 

图书情报硕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商务硕士 

新闻与传播硕士 

上海财经大学 翻译硕士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应用统计硕士 

华东政法大学 新闻与传播硕士 

 会计硕士 

上海大学 体育硕士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上海政法学院 国际商务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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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硕士 

新闻与传播硕士 

上海社会科学院 金融硕士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金融硕士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5月 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