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2019年专升本外语类专业考试大纲 

 

专业名称 

英语 

日语 

德语（双语班） 

法语（双语班） 

西班牙语（双语班） 

朝鲜语 

考试科目 语言能力测试 

考试时间 90 分钟 

考试方式 笔试、闭卷 

试卷总分 100 分 

书名 《大学英语精读（第三版）》（1-3 册） 

书号 

第一册：9787544648318 

第二册：9787544621717 

第三册：9787544621700 

作者 董亚芬 

版本 2017 年 4 月 

参考书目 

出版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包括四大部分：单项选择题、阅读理解题、汉译英

句子翻译、写作。 

 

单项选择题： 共 35 题，每题 1分，共 35 分 

 

阅读理解题： 共 20 题，每题 1分，共 20 分； 

 

汉译英句子翻译： 共 5题，每题 4分，共 20 分。 

 

写作：共 1题，共 25 分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2019 年专升本经济类专业考试大纲 

 
 
 

专业名称 
1.国际经济与贸易 

2.会计学（双语班） 

考试科目 西方经济学 

考试时间 90 分钟 

考试方式 笔试、闭卷 

试卷总分 100 分 

书名 西方经济学（上册）、西方经济学（下册） 

书号 ISBN 9787040171006、ISBN 9787040153088 

作者   西方经济学编写组 

版本 2012 年 12 月第 1版 

参考书目 

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包括四大部分：单项选择、多项选择、问答、计算题。 

1. 单项选择题 

单项选择题共 10 题，每题 1 分，合计 10 分 

2. 多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共 10 题，每题 2 分，合计 20 分 

3. 问答题 

问答题共 8 题，每题 5 分，合计 40 分 

4. 计算题 

计算题共 3 题，每题 10 分，合计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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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2019 年专升本法学、新闻学专业考试大纲 
 

 

专业名称 
1.法学（双语班） 

2.新闻学（双语班） 

考试科目 应用文写作 

考试时间 90 分钟 

考试方式 笔试、闭卷 

试卷总分 100 分 

书名 《新编应用文写作》 

书号 9787564086503 

作者 贾勇、朱宏伟等 

版本 2014 版 

参考书目 

出版社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包括四大部分：单项选择、多项选择、简答、写作。 

 

1．单项选择 

单项选择共  10   题，每题  2  分，合计  20   分 

2．多项选择 

多项选择共  10   题，每题  2   分，合计  20   分 

3. 简答     

简答共   4  题，每题  5   分，合计  20   分 

4．写作 

写作共  1   题，每题  40   分，合计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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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2019 年专升本管理类专业考试大纲 
 

专业名称 

1.会展经济与管理（双语班） 

2.旅游管理 

3.文化产业管理 

考试科目 管理学实务 

考试时间 90 分钟 

考试方式 笔试、闭卷 

试卷总分 100 分 

书名 管理学 

书号 9787300157955 

作者 斯蒂芬·罗宾斯、玛丽·库尔特 

版本 第 11 版 

参考书目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包括四大部分：单项选择、多项选择、简答、案例分析。 

 

1．单项选择 

单项选择共  10   题，每题  2  分，合计  20   分 

2．多项选择 

多项选择共  10   题，每题  3   分，合计  30   分 

3. 简答     

简答共   4  题，每题  5   分，合计  20   分 

4．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共  2   题，每题  15   分，合计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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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2019 年专升本艺术类专业考试大纲 

 

专业名称 
1.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平面设计方向) 

2.环境设计 

考试科目 现场图形创作 

考试时间 180 分钟 

考试方式 创意图形作品 

试卷总分 100 分 

书名   图形创意 

书号   9787112147591 

作者   任丽、彭博 

版本   2013 

 

 

 

参考书目 
出版社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为现场图形创作 

1． 试题内容及要求 

（1）以现场图形创作方式绘制海报。 

（2）8开纸上绘制，表现手法不限。 

  2. 评分标准 

    （1）主题突出   25 分 

① 图形能够突出主题   10 分 

② 图形整体感强 画面色彩表达力强  15 分 

    （2）富有新意和趣味性 20 分 

① 造型独特、构思新颖  10 分 

② 图形形象有趣味性   10 分 

    （3）思维方式多样化  40 分 

① 有同构的思维方式  10 分 

② 有空间的思维方式   10 分 

③ 有不合逻辑的思维方式   10 分  

④ 有对比的思维方式   10 分 

    （4）图形艺术感，有现代感  15 分 

        ① 图形具有艺术感  5 分 

        ② 图形具有现代性   5 分 

        ③ 图形具有深刻性    5 分 

   【注】 

1． 8 开纸由考试主办方准备。 

2. 工具材料、颜料由应试者自备。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2019 年专升本学前教育专业考试大纲 
 

专业名称 学前教育 

考试科目 学前教育学 

考试时间 90 分钟 

考试方式 笔试、闭卷 

试卷总分 100 分 

书名 学前教育学 

书号 9787313194756 

作者 钱雨 

版本  

参考书目 

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包括四大部分：名词解释、单项选择、简答、案例分析、论

述题。 

1、 名词解释 

共 5题   每题 3分   共 15 分 

2、 单项选择 

共 10 题  每题 2分   共 20 分 

3. 简答     

简答共  4  题，每题  5   分，合计  20   分 

4．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20 分 

5、论述题 

   论述题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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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2019年专升本国际交流学院专业考试大纲 

 

专业名称 
英语（商务方向） 

酒店管理（全英语教学班） 

考试科目 综合能力测试 

考试时间 10 分钟 

考试方式 面试 

试卷总分 100 分 

参考书目 无 

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包括四大部分：英文自我介绍、英文即兴问答、专

业潜质测试、综合素质考察。 

 

英文自我介绍：约 2分钟，共 15 分。 

 

英文即兴问答：约 3分钟，2个问题，每题 20分，共 40 分； 

 

专业潜质测试：约 3分钟，2个问题，每题 15分，共 30 分。 

 

综合素质考察：约 2分钟，1个问题，共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