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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杉达学院是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背景下，于1992年6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部分教授发起创办的全日制民办大学。1992年8月，经上海市高等教育局批准筹办，校名

为“杉达大学”，并于当年秋季面向全国招生；1994年2月，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正式建校；

2002年3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置为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校名为“上海杉达学院”，是上海市

第一所本科民办高校；2005年8月，经上海市学位委员会批准，增列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2014

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学校建有上海浦东、浙江嘉善两个校区，总占地面积808亩，校舍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

教学仪器设备总值2亿元，图书馆纸质图书128万册。学校设有经济学、法学、文学、工学、管理

学、艺术学、医学、教育学等8个学科门类，38个本科专业、6个专科专业；现设有胜祥商学院、

管理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外语学院、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国际医学技术学院、教育学

院、机电工程学院、嘉善光彪学院（校基础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沪东工学院、体育教学部等

二级学院（系、部）。现有专任教师700余人，其中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占44.5%，硕士研

究生以上学历的教师占84.5%。全日制在校生1.5万余人，其中本科生1.4万余人；建校以来，培养

了4万余名各级各类人才。

      学校与大中型企业合作成立时尚学院、万豪酒店管理学院、华钦学院、华为ICT学院、曙光大

数据学院、创新与创业学院等平台；建立与企业合作开展教学培训和毕业设计、共建实践教学基地

等模式，形成“主体多元、模式灵活、相互作用、社会满意”的产学合作教育格局。政府扶持专项

资金和自有资金配套投入，完成80余个学科专业内涵建设项目，拥有综合实验实训教学中心、机

械电子工程实验教学中心、现代医技综合实验中心、酒店管理实验教学中心等，以及各类专业教学

实验室150余个。

      学校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强化管理、引导自信、导向自主学习，形成外语、计算机能

力特长，养成团队精神与人际沟通等基本素质。学生在各级各类学科竞赛中成绩突出，获得了一大

批国家级和省市级比赛奖项。近三年，全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98%，均高于全市和同类高校水

平。

学校简介 毕业生人数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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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学历 毕业生数 专业名称 学历 毕业生数

财务管理 本科 179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本科 34

法学 本科 64 新闻学 本科 74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171 新闻学(传媒经营方向) 本科 52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办学） 本科 64 网络新媒体方向 本科 112

会计学 本科 189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本科 240

金融学 本科 248
服装与服饰设计

（人物形象设计方向）
本科 51

市场营销 本科 168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服装设计方向)
本科 63

工程管理 本科 99 时尚传播 本科 65

工程管理（智能建筑运维方向） 本科 44 市场营销（时尚营销方向） 本科 26

劳动与社会保障 本科 50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107

行政管理 本科 47 环境艺术设计 本科 98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方向） 本科 73 产品设计 本科 65

食品质量与安全 本科 57 产品设计（数字设计方向） 本科 31

旅游管理 本科 80 电子商务 本科 150

酒店管理 本科 13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166

酒店管理（高级管家方向） 本科 27 软件工程 本科 76

日语 本科 14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59

英语 本科 207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科 80

西班牙语 本科 63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专科 31

朝鲜语 本科 39 船舶工程技术 专科 19

护理学 本科 187 物流管理 专科 114

护理学（专升本） 本科 28 智能控制技术 专科 70

康复治疗 本科 77 集装箱运输管理 专科 27

卫生教育 本科 60

总计 430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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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及专业介绍

胜祥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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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 经济学学士）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办学 经济学学士）

毕业生去向 简    介：

何倩文  2014届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上海晟达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  贸易业务跟单

李峰  2019届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国际商务专业研究生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

学（双）、货币银行学(金融学)、财

政学、基础会计学、统计学概论、计

量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

（双）、外贸函电、国际商法、商务

沟通与谈判、国际商务单证实务、国

际贸易模拟、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组

织行为学、跨国企业经营管理等。

主要课程：中方要求核心课程：工商导论（英）、微观

经济学（英）、宏观经济学（英）、国际经

济学（双）、货币银行学、财政学、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英）、计量经济学、国际贸易

实务、国际结算（双）、外贸函电、国际商

法、国际贸易单证实务、海关与商检等。

美方要求其他核心课程：

市场营销（英）、会计学概论（英）、管理

会计（英）、金融学概论（英）、生产与运

作管理（英）、战略管理（英）、管理信息

系统（英）、组织行为学（英）、社会与法

律环境（英）等。

专业特色：本专业与美国瑞德大学合作办学，学生通过

高考招生进入该专业，中美双方在师资、课

程、教材、教学等方面深层次合作，引进国

外师资、引进国外教学计划和教材、引进国

外先进教学方法，核心课程全英文教学，培

养有国际视野、掌握先进学科知识和现代技

能、能适应国际化进程需要、适应区域经济

建设需要，具备跨文化合作与交流能力的综

合型人才。

考证情况：可报考的资格证：全国国际商务 单证员 证

书、国际货运代理资格证书、全国外贸跟单

员资格证书、报关员水平资格证书、BEC中

级、高级（剑桥商务英语证书）等。

就业去向：主要去向：  国际经贸企业、外资企业、跨

国公司、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

所、物流公司等企事业单位。

从事的岗位：外贸业务、企业管理、财会、

金融、物流管理、服务咨询等工作。

联系方式：系主任：杨云母

电  话：021-20262626*18049

辅导员：刘自宁

电  话：021-20262820

考证情况：可报考的资格证：全国国际商务单证

员证书、国际货运代理资格证书、全

国外贸跟单员资格证书、报关员水平

资格证书、BEC中级、高级（剑桥商

务英语证书）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杨云母

电话：021-20262626*18049

辅导员：刘自宁/董哲/张振荣

电话：021-20262819   

      021-20262820 

培养具备较为扎实的国际经济与贸易

基础理论及相关知识，具有较高的文

化素养和职业素质，较强的国际贸易

实际业务操作和管理能力，熟悉世界

贸易组织及不同国家经贸法规和业务

流程，拥有中华美德、国际视野、创

新潜力和创业精神，能够适应中小企

业经济发展要求的应用型人才。

就业去向：主要去向：外贸公司、外资企业、银

行、物流公司、货代公司等。  从事

的岗位：外贸业务、管理、营销、经

营、服务咨询等。

何倩文在大学期间担任校团委干部，

并多次获得学校及上海市奖学金。从

大学四年级开始在上海纺织品贸易有

限公司进行实习。在实习期间，一直

认真学习职业技能，锻炼职业能力。

何倩文工作认真刻苦，服务态度十分

好；工作用心，热情周到，专业技能

业务水平优秀，业务水平也在不断提

高；能胜任本职工作，爱岗敬业乐于

助人，与同事相处融洽，服从整体安

排，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锐意进取，

起榜样作用，为大家树立良好形象。

简 介：在校期间目标明确，学习认真，

全英文核心课程成绩名列前茅，

具有国际视野，适应跨文化商务

合作与经营管理环境，是优秀的

综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该生

成功地考取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的国际商务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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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康  2017届  会计学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在读

胡梦瑞  2019届  市场营销

上海格乐丽雅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销售

市场营销（本科 管理学学士）

主要课程：市场营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营销

策划、销售管理、消费者行为学(双

语)、服务营销、网络营销、零售管

理、国际市场营销学（双语）、企业

战略管理、  管理学原理、宏观经济

学、微观经济学、会计学概论、应用

统计学、管理沟通、管理信息系统、

财务管理、经济法等。

会计学（本科 管理学学士）

主要课程：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金融学、

管理信息系统、经济法、基础会计、

中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成本会

计、管理会计（双语）、财务管理、

审计学、会计实务、电算化会计、国

际会计（双语）、财务分析、税法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邓永成

电话：021-20262626*18050

辅导员：王宪喜

电话: 021-20262819

考证情况：可报考的资格证：助理会计师；注册

会计师； CMA（美国注册管理会计

师）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联系方式：系主任：刘文国

电话： 021-26062626*18047

辅导员：谢梦能

电话： 021-20262820

专业特色：培养掌握扎实的会计学基础理论与相

关知识，具有会计学实务操作能力，

有较强的会计电算化能力和专业英语

能力，熟悉会计法规和通行国际会计

惯例的应用型、实践型专业人才。

就业去向：主要去向：各类企事业单位、会计师

事务所、金融保险机构、外资企业及

政府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

从事的岗位：会计、审计、财务、税

务、咨询及注册会计师等。

专业特色：培养具备较为扎实的市场营销基础理

论及相关知识，掌握市场调研、营销

策划等基本技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

养和职业素质，熟悉业务流程和国家

法律法规，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勇

于创新、创业，善于沟通交流，道德

品质高尚，适应各类中小企业发展需

要的应用型市场营销专门人才。

考证情况：可报考的资格证：电子商务师。

就业去向：主要去向：工商企业、市场调查咨询

机构、电子商务企业以及物流公司、

外贸公司、 银行等 。

从事岗位：策划、销售、客户服务、

品牌管理、推广、调研、银行、咨询

等。

金融学（本科 经济学学士）

主要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

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

基础会计学、统计学、国际金融(双

语)、 证券投资学、保险学、商业银

行经营管理、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

中央银行学、国际结算、期货理论与

实务。

考证情况：可报考的资格证：RFP（美国注册财

务策划师）、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证、

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信用证

专家资格证、金融英语等级证书、期

货从业人员资格证、ICBRR(银行风险

与监管国际证书)、 CFA（特许金融

分析师）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 牛淑珍

电  话：021-20262626*18046

辅导员： 赵田田

电  话：021-20262820

专业特色：1、重点突出“财富管理”方向、“

银行经营管理”、  金融科技三个专

业方向，已达到与其它院校“错位竞

争”的目的。 

2、本专业教师具备良好的双语课程

授课能力。

3、注重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产学

研活动，使培养的学生更符合社会需

求。

就业去向：主要去向：银行、证券、保险、基金

公司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工商企业

等部门。

从事岗位：理财、融资、投资咨询、

证券分析、信用证审核、银行结算、

银行客户经理等。

简    介：李康同学在大学四年学习期间，奋斗

目标明确，职业生涯规划清晰。在专

业基础知识上稳扎稳打，考取各种专

业证书。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利用课

余时间辅修第二专业学位。参加各种

形式的校内外活动，担任班级和学校

团学联的骨干干部，始终忙碌并快乐

着。毕业之际考取华东师范大学研究

生，在专业修行的道路上勇敢前行。

简    介：曾荣获国家奖学金、上海市优秀毕业

生、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专

业实训期间，担任校企协调员，在学

校与企业之间为同学们搭建起了沟通

的桥梁。他也特别想和学弟学妹说：

真正踏上社会工作之后，也要多一点

“心眼”。社会不比学校，情况更复

杂。我们遇到事情要冷静，要成熟。

房玉鑫  2018届  金融系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客户经理

简    介： 在校期间，用课余时间考出教师资格

证、基金从业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

证等；同时担任班级班长、团支书、

演讲社社长、组织部助理等职位，本

人爱好主持、演讲和组织各类校园活

动，为校园文化建设奉献绵薄之力。

毕业后，目前就职于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客户经理，希望在未来的工作中，

能以充沛的精力，刻苦钻研的精神来

努力工作，稳定地提高自己的工作能

力，与企业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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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本科 法学学士）

主要课程：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

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法、国际

私法和国际经济法。

联系方式：系主任：韩晓鹰  电话：021-20262626*18050

辅导员：曾志嫘  电话：021-20262819

专业特色：要求学生有较好的法治意识和熟练运用法律知识尤其是民商经济法律知识的应用与实践能力。

考证情况：可报考的资格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就业去向：主要去向：律师事务所、法院、检察院、政府部门、公司、公证机构公司企业等。从事的

岗位：律师、法官、检察官、书记员、公务员、公司法务、公证员、法律顾问等。

方思怡  2019届  法学系

华东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

简    介：在校期间多次荣获谢希德综合奖学金

特等奖、一等奖，两次获得上海市奖

学金和国家奖学金，并且被评为上海

市优秀毕业生，获得全国大学生英语

竞赛三等奖，还多次获得优秀学生，

优秀团干等荣誉称号，在校期间曾多

次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志愿者活动，

现在华东政法大学攻读硕士。

学院及专业介绍
������������

劳动与社会保障（本科 管理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管理学概论、西方经济学、  劳动经

济学、社会保障概论、社会保险、人

力资源管理、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基金

管理、社会工作概论、社区管理与服

务、非营利组织管理、社会学、统计

学、经济法等。

考证情况：人力资源管理师（4级）、劳动关系

协调员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阎嘉陵(兼） 

电  话：13817589979

辅导员：程龙辉

电  话：15001889868

紧贴社会发展需要；社会需求领域宽

泛；培养突出应用能力。

就业去向：企业、事业单位、社区。在上述单位

从事和劳动与社会保障有关的事务管

理，业务操作，社会服务等工作。

工程管理（本科 管理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西方经济学、管理学概论、统计学、

工程经济学、工程项目管理、房屋建

筑学、建筑制图与识图、房地产法与

建设法规、装配式建筑工程造价、建

筑结构与力学、装配式施工技术与组

织、绿色建筑认证、招投标与合同管

理、工程监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

理、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地产估价理

论与方法、房地产经营管理沙盘模拟

演练、工程项目管理沙盘模拟演练、

基于BIM5D的工程项目协同管理实训、

建筑CAD实训、BIM应用实训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任  重 电话：13331809127

辅导员：程龙辉 电话：15001889868

紧密对接行业发展需求，培养懂建筑

施工、造价、绿色建筑认证、BIM等

土木工程技术、管理、经济、房地产

法及建筑法规等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的应用型工程管理人才。

就业去向：将投资与融资单位  改成  房地产估

价企业。

李显松  2019届  工程管理

上海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技术员

简    介：他喜欢结交朋友，待人友善，做事有

原则，有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善

于沟通，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

团队合作能力。同时，他具有良好的

心态和责任感，能吃苦耐劳，脚踏实

地，勇于面对变化和挑战。大学四年

里，他有着自己的规划，按照自己内

心的想法来学习、生活和工作。

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本科 管理学学士）

主要课程：经济学、管理学、 金融学、 市场营销、经济法、统计学、  管理信息系统、基础会计、

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高级财务管理、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双语）、财务分析（双

语）、证券投资学、金融市场学、EXCELL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刘文国  电话：021-20262626*18047

辅导员：曾志嫘  电话：021-20262819 谢梦能  电话： 021-20262820

专业特色：培养掌握扎实的财务管理基础理论和相关知识，  有较强的企业融资、投资、资本运作和

财务分析能力，熟悉财务、会计法规、实践技能及外语应用能力突出的应用型、实践型财

务管理专业人才。

考证情况：可报考的资格证： 助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CMA（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IA（国际

注册内部审计师）；IFM（国际财务管理师）。

就业去向：主要去向：各类企事业单位、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外资企业、会计师事务所、资产

评估事务所及政府有关部门等从事的岗位：理财、融资、投资、资产管理、税收筹划及财

务咨询等财务管理和财务规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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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智能建筑运维方向 本科 管理学学士）

主要课程：管理学、会计学、房屋建筑学、建筑识图与

制图、物联网技术、网络技术、综合布线、

楼宇自动化控制技术、BIM应用等等

专业特色：培养智能建筑工程、楼宇自动化设备和智能

楼宇运维与管理人才

考证情况：维修电工、智能楼宇管理师。

就业去向：智能建筑工程公司、楼宇自动化设备生产、

经营企业、高端物业咨询与服务公司、物业

公司智能楼宇管理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任重    电话：13331809127

辅导员：刘祥盛  电话：13167279261

食品质量与安全（本科 工学学士）

主要课程：食品法规与标准、食品安全与卫生学、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食品质量检验技术、食品工

艺学、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原料

安全控制、食品毒理学、食品环境学、食品

营养学。

专业特色：通过与食品生产企业、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食品检验机构合作，建立以产学研合

作教学为主体的校内专业理论学习与校外实

习基地相结合的模式，培养食品安全控制技

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食品检验检疫等方

面的应用型人才。

考证情况：食品安全管理体系（FSMS）内审核员、食品

质量检验员国家职业资格（四级、三级）

就业去向：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政府

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监督管理人员和食

品质量检验检疫机构检验人员。

联系方式：系主任：朱宗源

电  话：15821883143

辅导员：彭华芳

电  话：15821788901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方向 本科 管理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管理学概论、西方经济学、行政管理

学、统计学、组织行为学（全英）、

会计学、管理沟通、管理技能开发、

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薪酬管理、

招聘管理、员工关系管理、劳动法、

行政秘书与公文写作、管理信息系统、

专业英语、情绪与压力管理等。

考证情况：人力资源管理师、秘书上岗证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杨敏杰 电话：15026800108

辅导员：陈  佳 电话：15000177285

为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

别是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向现代服务业

转型的需要，本专业着力培养应用技

术型公共管理人才。

就业去向：各级各类政府机构、社区服务机构、

社会组织、中外企业的行政与人事管

理部门以及各级公共服务部门。

刘天  2019届  工程管理

上海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技术员

简    介：在校期间获得了第九届全

国BIM比赛中荣获工程管理

专项、绿色建筑分析三等

奖，谢希德特等奖学金，

还获得学校风云人物提名

奖，获得上海市优秀毕业

生等多项奖励。他作为上

海建工机施集团首批“春

雷计划”的成员之一。

蔡琪玮  2019届  行政管理

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党政宣传

简    介：四年的大学时光是短暂且美好的，他

的蜕变是有目共睹的，从青涩懵懂的

少年，到开始会去规划自己的未来。

他在时光的锻炼中不断成长，在一次

次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为走好以后

的每一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信在

这条名叫未来的道路上，他一定能站

得更高，看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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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逍瑶  2019届  旅游管理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娱乐演出

童玉然  2019届  旅游管理

上海东浩会展经营有限公司  办公室文员

张勤  2019届  酒店管理

上海静安洲际酒店  行政酒廊实习生

酒店管理（本科 管理学学士）

主要课程：管理学原理、旅游经济学、旅游心理

学、酒店市场营销、酒店管理概论、

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 酒店餐饮管

理、酒店财务管理、酒店人力资源管

理、商务礼仪、财务管理、酒店情景

英语、办公软件高级应用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焦邻颖

电  话：13774402199

辅导员：王雪梅

电  话：18357206531

专业特色：以酒店管理基础理论、专业技能、文

化素养以及英语、  计算机应用能力

为重点，强调应用性，已顶岗实习半

年，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

就业去向：高星级酒店及相关行业。

旅游管理（本科 管理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管理学原理、旅游经济学、  市场营

销、旅游学概论、旅游接待业、旅游

目的地管理、旅游消费行为、旅游资

源学、旅行社经营管理、  旅游心理

学、旅游规划与开发、商务英语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 张媛

电  话：13818887301

辅导员：王雪梅

电  话：18357206531

以旅游管理基础理论及英语和计算机

应用能力为重点，强调应用性，已顶

岗实习半年，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

力。

就业去向：旅行社、酒店、旅游电商、  会展公

司、旅游景区、主题乐园等。

简    介：在校期间他曾担任过多个职务，积极

参与校内外各项活动，取得众多优异

的成绩。在班级中，他是宣传委员，

负责组织并开展班级中的团日活动，

每次活动他都认真负责，曾荣获校优

秀团员的称号。在学校中，他曾负责

团学联艺术团的工作，为校军训献上

建党九十五周年的联欢晚会，在学期

结束时荣获团学联优秀干事的称号。

2018年下半年，在美国奥兰多迪士尼

乐园实习半年。

简    介：在校期间成绩良好，工作认真负责，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四年的大学生

活中，她完成了一个个目标并且对自

己严格要求，不断进取，努力完善自

己。2018年下半年，在美国奥兰多迪

士尼乐园实习半年，在此过程中，她

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克服困难，最

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希望在未来

的人生道路上她会不忘当初的本心，

坚定步伐，在事业上再创佳绩！

简    介：张勤在工作方面积极主动，认真负责，

于2017年下半年在嘉善校区酒店管理

专业实验教学中心实习半年，同时于

2019年上半年在上海静安洲际酒店实

习，从基层做起，任劳任怨，用行动

赢得领导的认可，在不断学习和历练

中成长。

陆紫怡  2019届  酒店管理

索迪斯 (上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行政文员

简    介：2018年在上海宝龙丽笙的酒店担任前

台接待实习生的岗位，专业实习时被

酒店授予“优秀实习生”的荣誉称

号。目前她就职于上海索迪斯服务管

理有限公司，不断的学习与历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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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高级管家方向 本科 管理学学士）

主要课程：除酒店管理主要课程之外还有：管家

素养（英文）、烹饪管理（英文）、

餐桌管理（英文）、 服饰管理（英

文）、房务管理（英文）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焦邻颖

电  话：13774402199

辅导员：张倩韵

电  话：15800582315

专业特色：以酒店管理基础理论、专业技能、文

化素养以及英语、计算机应用能力为

重点，经过荷兰国际管家学院连续6

周的专业培训，能胜任国际化高端服

务，已顶岗实习半年，具有较强的实

践操作能力。

考证情况：荷兰国际管家证书

就业去向：高星级酒店及相关行业。

管恩  2019届  酒店管理（高级管家方向）

万豪国际集团  市场分析

简    介：在工作方面脚踏实地，认真负责，在

2018年7月参与万豪集团和杉达学院

的合作项目，来到万豪集团上海办公

室实习，主要负责新开业酒店的市场

分析和可行性分析报告。在工作中他

乐于助人、吃苦耐劳，将杉达学子的

热情充分地展现出来。在不断磨砺和

困境中成长。

学院及专业介绍
������������

顾越欢  2019届  护理学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临床护士

简    介：在思想上，她积极向上。在学习上，

她认真学好每一门课程，努力将理论

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曾荣获谢希德综

合奖学金、谢希德单科奖学金，2018

学年获得优秀学生荣誉称号。在工作

上,她以身作则，做好带头作用。该

生于2019年3月被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仁济医院录取，并于2019年6月从我

校毕业。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本科 理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正常人体学、疾病学基础、药理学、

营养学、护理专业导论、  护理学基

础、健康评估、成人护理学、  母婴

护理学、儿科护理学、急救护理学、

老年护理学、精神护理学、社区护理

学、护理研究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 徐燕  电话：15800901718

辅导员： 刘健  电话：18801930640

护理专业定位于打造一流应用型本科

专业，培养适需程度高、适用能力强

的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本科人才。

就业去向：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社区卫生机

构和保健机构的临床护理工作。

考证情况：必考证：护士执业资格证，BLS证书

（基础生命支持）

护理学（专升本 理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药理学与临床

应用、成人护理学（案例学习）、护

理专业英语、护理心理学、护理教育

学、护理管理学、护理研究、急救护

理学、重症护理学、围手术期护理、

血液透析与护理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 徐燕  电话：15800901718

辅导员： 刘健  电话：18801930640

两年制专升本是学校构建护理学高职

与本科贯通培养的专业试点，主要培

养临床急需的急救、 重症、 围手术

期、血透等应用型特色护理人才。

就业去向：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社区卫生机

构和保健机构的临床护理工作。

考证情况：必考证：BLS证书（基础生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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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治疗学（本科 理学士）

主要课程：康复学概论、正常人体学、疾病学基

础、运动生理学、生物力学、功能解

剖学、运动学、临床疾病概要、物理

治疗学基础、肌肉骨骼物理治疗学、

神经系统物理治疗学、心肺系统物理

治疗学、儿童物理治疗学。

专业特色：本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具备可信的、专

业的和有效的康复治疗专业理论、知

识和技能，拥有医学人文精神和敬业

的专业态度。教学上系内注重学生的

临床思维和实践操作能力，会有大量

的实践操作考核内容。本专业的

“2+1+1”三段式培养模式能让学生

更早接触真实病例，紧密结合国家对

于康复人才的需要，强调以专业技术

培养为主线，外语、科研不偏废的“

一专多能”的人才培养模式。另外系

内推行的是本科生导师制度，在于加强

师生之间的联系。

考证情况：必考证:康复治疗师资格证书

就业方向：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社区卫生单

位、高端养老机构、体育运动机构，

从事康复工作。

就业方向：系主任：陈文华 电话：13386259572

辅导员：王  刚 电话：17315251900

毕业生去向

蒋瑜晔  2019届  康复治疗学

浙江省东阳市妇幼保健院  康复治疗师

简    介：在思想上，该生入校后即递交入党申

请书，积极参加党校、党课学习，对

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有着坚定的政

治方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经过组

织考察，2018年12月成为一名预备党

员。在学习上，该生始终对自己高标

准、严要求，通过努力，她通过了四

级英语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并获

得上海杉达学院“优秀学生”称号。

在大四实习期间，通过实际操作巩固

了书中所学的知识，并融会贯通，获

得科室老师的一致好评。

鲁珏  2019届  卫生教育专业

上海思南路幼儿园  保健教师

简    介：曾担任15级卫生教育4班班

长、国际医学技术学院分

团委副书记、国际医学技

术学院第二党支部组织委

员。该生在校期间，思想

上积极进取，踏实努力，

有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

具有良好的执行力，各方

面能起到带头模范作用。

卫生教育专业（ 本科 教育学学士）

主要课程：心理学基础、教育学基础、儿童认知与学习、

学校组织与管理、教师职业道德与法规、儿

童生长与发展、儿童健康评估、儿童青少年

卫生与保健、儿童营养教育、儿童意外伤害

突发急症的预防与救护、药物安全教育、食

品安全、心理咨询与辅导、学校卫生管理与

实践、健康教育学、健康教育课程设计与评

价、健康教育课程教材教法、健康教育研究、

食品安全等。

专业特色：本专业围绕健康教育教学能力、儿童卫生保

健能力、学校卫生监督管理能力三大岗位核

心能力，形成了以职业素养教育为基础，以

岗位能力培养为中心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

支多学科融合的复合型的师资队伍，具有丰

富的专业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经验；教学过

程突出应用型、复合型的人才培养特色，不

断探索以培养学生探索创新精神和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建设了涵盖3

所三级甲等儿童医院、90余所中小幼学校的

实践教学基地，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造了

良好的校内实验实训和校外实践条件；依托

良好的师资团队和实践条件支撑，学生在教

师指导下开展了丰富的创新实践活动，获得

了多项市级奖项。 

考证情况：必考证：BLS证书（基础生命支持）、教师

资格证；选考证：营养师职业资格证书；全

国健康管理师资格证。

就业方向：上海市各级各类中小幼学校。

联系方式：系主任：冯震

电  话：13501781101

辅导员：王刚

电  话：1731525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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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及专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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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去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 工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离散数学、计算机电路基础、计算机

组成原理、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

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库原

理及技术、操作系统、微型机技术、

计算机网络、嵌入式开发、专业英语

等专业基础课与核心课。增加专业选

修课，现已开始云计算概论、IOS移

动开发、大数据处理概述、数据分析

基础等选修课程。

考证情况：可报考的资格证：思科网络技术认证

工程师CCNA、CCNP、CCIE  华为ICT

技术认证工程师HCIA、HCIP、HCIE，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

平）证书。信息安全管理员（三级/

高级）证书。国际软件测试工程师资

格认证ISTQB,中国软件测试工程师资

格认证CSTQB。

联系方式：系主任：刘在英 电话：13916090448

辅导员：陈梦南 电话：1312240868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根据社会经济

发展和IT企业需求，培养服务于上海

和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服务于浦东地

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为IT企业培养具

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就业去向：就业前景十分广阔，学生毕业后可到

国内外众多IT企业、金融科技公司、

国家机关以及各个大、中型企、事业

单位的信息技术部门、教育部门等单

位从事技术开发、教学、科研及管理

等工作。也可继续攻读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类专业研究生和软件工程硕士。

软件工程（本科 工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程序设计基础、离散数学、数据结

构、算法设计与分析、计算机组成原

理、数据库原理及技术、操作系统、

软件工程概论、计算机网络、软件建

模技术、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软件

过程与项目管理。主要面向就业课

程：JEE项目实践、Web前端技术、

自动化测试、移动互联网开发技术（IOS/ 

Android）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朱琳玲 电话：13564433900

辅导员：陈梦南 电话：13122408685

本专业培养从事软件开发、软件测

试、软件工程管理、信息服务等的工

程技术人员。具体岗位：JEE开发工

程师、移动互联开发工程师、web前

端开发工程师、数据库开发工程师、

测试工程师、测试开发、自动化测试

工程师、配置管理员、质量保证工程

师等。

就业去向：上海及长三角的以软件开发和软件测

试为主要业务的IT企业、IT服务外包

企业以及需要IT应用的企事业单位、

以金融测试为主要业务的交通银行测

试中心以及相关合作企业。

电子商务（本科 管理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主要课程包括：电子商务概论、网络

营销、电子商务网站建设与管理、电

子商务管理实务、客户关系管理、电

子商务营销写作实务、数据库原理、

计算机网络、C语言程序设计、商务

数据分析等课程。开设的实践课程包

括：电子商务运营实践、APP开发实

践、网络营销实践、ERP沙盘、信息

采集与处理、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毕

业实践、毕业论文（设计）。

考证情况：可报考的资格证：电子商务师。

考证情况：国际软件测试工程师资格认证ISTQB

（国际通用）、CSTQB证书。思科网

络技术认证工程师CCNA。红帽认证

工程师RHCE。

联系方式：系主任：朱志强 电话：13701871048

辅导员：周  丹 电话: 13916449387

本专业培养掌握管理、经济、计算机、

电子商务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具备扎

实的理论基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职

业素质，较强的实践技能和管理能力，

并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就业去向：历年部分就业单位：上海特思尔大宇

宙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上海乐丽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携程旅行网、一号店、

安居客、阿里巴巴、东方钢铁、印孚

瑟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塔塔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文思海辉技术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等。

陆家浩  2019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上海亚信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库开发工程师

简    介：2019年毕业于上海杉达学院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专业，就读期间，担任班长

的职务，毕业后就职于上海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数据库开发工程

师。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并参与完成了上海市携号转网项目。

曾获校优秀学生干部、校优秀毕业生

荣誉称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毕业生去向

刘依倩  2019届  电子商务

上海达毅思创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助理客户主任

简    介：2019年毕业于上海杉达学院电子商务

专业，在校期间担任班长职务。毕业

后就职于上海达毅思创公关顾问有限

公司，任助理客户主任。工作中将学

到的知识很好地用于实践，并发挥共

产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踏实工作，勇

于拼搏，获得较高评价。 曾获校综

合奖学金二等奖、三等奖，校优秀学

生干部、优秀学生、优秀团员、优秀

团干部等荣誉称号，2019年获上海市

高校优秀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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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本科 文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基础英语、英语泛读、  英语视听、

英语口语、英语写作、语音朗读、英

语口语演示、第二外语（日、西）、

高级英语、高级视听、翻译理论与实

践、高级英语口译、英国文学史及作

品选读、美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主

要英语国家国情、语言学概论、外报

外刊阅读、外贸实务、市场营销、商

务报告写作、教育学、金融英语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 竺  蕊 电话:13681798846

系副主任:党美丽 电话:13761204676

辅导员： 张  婷 电话:13564475682

强师资：资深教授领衔，中外教师合

作，中高职称为主。厚基础：历年平

均专四、专八英语考试成绩合格率高

于全国平均。2016、17届学生专八考

试成绩平均高于全国平均考出率近15

个百分点。多方向：有商务英语、英

语教育等方向。重实用：说、写、译

等实际应用能力强。

就业去向：主要去向：外事、外贸、金融、经贸、

文化、教育、科研、新闻出版、旅游

等。主要从事的岗位：外贸、翻译、

研究、管理、教学等。

考证情况：英语四级、六级考证             

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证         

计算机一级、二级考证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信息系统专业方向  本科  管理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

主要专业基础与专业核心课：管理学原理，运筹学，西方经济学，程序设计语言，数据

结构，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原理及技术，管理信息系统等。

校企合作开设专业特色课程和实践类课程有：大型机JCL作业控制语言，大型机COBOL

编程，大型机VSAM文件系统，大型机CICS中间件编程，大型机DB2数据库编程、综合项

目实训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王  成 电话：021-20262626*89819

辅导员：毛嘉杰 电话：13621833259

培养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需要，具备良好政治、人文、科技素养，掌握信息系统的规

划、分析、设计和运维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金融信息系统方向的学生要求能够掌握

金融领域基本知识，掌握金融业务系统的开发技术，培养为具有金融与信息技术领域专

业知识和良好职业素质的应用人才。

就业去向：金融信息系统方向毕业生：金融业务系统开发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系统维护工程师等金融

证券保险等行业信息技术服务岗位。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据安全专业方向  本科  管理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

主要专业基础与专业核心课：管理学原理，运筹学，西方经济学，程序设计语言，数据

结构，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原理及技术，管理信息系统等。

专业特色课程有：信息安全管理与实践，网络防御与病毒分析，安全体系架构与组网安

全，Hadoop大数据技术，数据导入与预处理应用、综合项目实训等。

联系方式：

考证情况：

系主任：王  成 电话：021-20262626*89819

辅导员：毛嘉杰 电话：13621833259

可报考的资格证：思科认证CCNA安全、CCNP安全、CCIE安全证书、华为认证HCIA安全、

HCIP安全、HCIE安全证书、国家信息安全水平考试NISP一级、二级证书、国家注册渗透测

试工程师CISP-PTE证书

培养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需要，具备良好政治、人文、科技素养，掌握网络与信息安

全的基本理论、方法、工具、应用，信息系统的规划、分析、设计和运维的基本理论、

基本技术，能够运用网络与安全技术解决大数据应用场景下的安全需求，具有一定的网

络安全攻防、Web安全测试、数据安全防范能力，培养为具有创新创业意识的高素质复

合应用型人才。
就业去向：毕业生所具备的专业能力、从业素质和项目工作经验，能够胜任:

（1）中小型企事业单位的软件测试工程师、系统开发工程师、安全开发工程师；

（2）网络信息中心的安全运维工程师、安全架构工程师；

（3）信息安全行业企事业单位的安全服务工程师、渗透测试工程师等网络与信息安全方面的

工作。

简    介：张羽同学是一位，乐观积极，很有亲

和力的女生，17年从工商外专升本进

入杉达，决心要奋进，更加珍惜求学

之路。在校刻苦学习，成绩优秀，绩

点过3，校外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

动，希望体验更多的可能性，在诺大

的世界里找准适合自己的位置。

简    介：在校期间曾获上海市优秀奖学金、谢

希德综合奖学金特等奖，上海杉达学

院优秀毕业生、园区工作先进个人。

在校期间他主持过上海市市级的双创

项目；也曾出版英文书籍，并在知名

书籍网站——亚马逊上出售，同时在

13个海外国家同步上市。

学院及专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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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去向

毕业生去向

穆潇  2019届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商务助理

张羽  2019届  英语专业

瑞思学科英语  英语教师

张明磊  2019届  新闻英语专业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出国深造学生

简    介： 2019年毕业于上海杉达学院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后就

职于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所属的上

海海盾安全技术培训中心，担任

商务助理一职，在工作中始终牢

记“勤奋、求是、开拓、创新”

的杉达校训，积极面对，获得了

普遍认可。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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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本科 文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

基础日语、日语听力、日语会话、日

语写作、高级日语、日语视听说、日

语现代及古典文法理论、日本概况、

翻译理论与实践、日本文学史及作品

选读、外报外刊选读、英语、商务日

语、口译选修、同传选修。专题研讨

班（seminar）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 施小炜  电话:13774256387

系副主任:田建国 电话:17317962892

系副主任:孙静霞 电话:13918609206

辅导员：汪 寒   电话:18816551756

师资力量优：资深教授领衔，中外教

师合作，中高职称为主体。基础知识

实：历年平均专四、专八日语考试成

绩合格率高于同类院校。  实践能力

强：重视日语实际应用能力，口语、

翻译为强项。综合素质好：把道德礼

仪等教育贯穿教学全过程，学生综合

素质好。

就业去向：主要去向：外事、外贸、金融、经贸、

文化、  教育、科研、新闻出版、旅游

等。主要从事的岗位：外贸、翻译、研

究、管理、教学等。

考证情况：日语能力一级、二级考证

日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证

英语四级、六级考证

计算机一级、二级考证

朝鲜语（本科 文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

基础韩语、基础韩语写作、韩语阅读、

韩语会话、韩语视听、韩语综合能力

训练、韩语应用文写作、高级韩语、

高级韩语语法、韩国概况、韩国文学

作品选读、韩国现代企业文化、汉韩

互译、汉韩翻译理论与技巧、商务韩

语、旅游韩语、商务韩语口译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金忠实 电话：13501925365

副主任：吴善子 电话：13564288564

辅导员：汪寒   电话：18816551756

师资队伍强：由资深教授领衔，中外

教师合作，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为主

体，教学经验丰富、认真负责。实践

能力强：重视韩语实际运用能力，韩

语口语、韩汉口译、韩汉翻译为强项

。综合素质好：学生有较强的韩语基

本功和语言运用能力，同时注意培养

学生的组织能力、交际能力、公关能

力，岗位适应性较强。

就业去向：主要去向：外事、涉外经贸部门、外

资企业、新闻出版、韩国领事馆、旅

游、教育、文化等行业。                                                                                         

主要从事的岗位：政府机构、韩国领

事馆、外贸公司、出版社、剧本翻译

公司、国际旅行社、学校等单位的翻

译、行政、教学、导游、管理、公关、

文秘等工作。 

考证情况：英语四级、六级考证

韩语TOPIK中级四级、高级五级/六

级考证、计算机一级、二级考证

西班牙语（本科 文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基础西班牙语综合、  高级西班牙语

综合、西班牙语视听说、西班牙语阅

读、西班牙语写作、西汉笔译、汉西

笔译、西班牙语口译、  西语报刊阅

读、商务管理（西语）、市场营销（

西语）、国际贸易实务（西语）、涉

外文秘（西语）、西班牙概况、拉美

历史等。

考证情况：英语四级、六级考证

西班牙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证

计算机一级、二级考证

联系方式：系主任：陈  泉 电话:13801894936

辅导员：顾祎玮 电话:18817933194

师资队伍强：本专业共有专职教师9

人，特聘企业兼职教授2人，  外教1

人，兼职教师2人,均具硕士以上学历

和海外工作学习经历。

培养目标明确：具有扎实的西班牙语

语言基础知识和良好语言运用能力；

对西语国家的基本历史、文化和社会

情况比较了解；拥有较强的二外英语

应用能力；知识兴趣宽、心理素质好、

适应能力强，能在外事、外企、外贸、

文化、教育、旅游等部门从事口笔译、

企业管理的西班牙语专门人才。

综合素质好：学生有较强的西语基本

功和语言运用能力，同时注意培养学

生的组织能力、交际能力、公关能力，

岗位适应性较强。学生有机会参加校

内实训或企业实习。达到绩点的学生

可以在第四学年去西班牙或者拉美国

家的名校交流一年。毕业后还可以继

续读国外的硕士或者高级专业证书课

程。

就业去向：就业去向：西语国家官方驻沪机构、

外资企业驻沪办事处、中外合资企业、

各种外贸进出口公司、文化交流公司、

中国海外投资项目、教育机构、旅行

社等担任翻译、导游、企业管理等工作。

历年部分就业单位： 上海对外服务

有限公司、墨西哥航空公司、墨西哥

驻沪总领馆、哥伦比亚驻沪总领馆、

古巴驻沪总领馆、西班牙ZARA公司、

哥伦比亚亚洲投资集团、墨西哥采购

公司、上海国际旅行社、中国青年旅

行社、阿根廷远洋渔业公司和众多外

贸类公司等

毕业生去向

毕业生去向

山毅敏  2019届  西班牙语

上海蕴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行政文员

王 珊  2019届  日语

日立建机上海有限公司  担当

简    介：毅敏在该公司实习期间内担任行政文

员的工作，她的工作内容包括：为学

生答疑解惑，批改作业、监督考试，

并且进行指导和适当的激励。此外，

毅敏还是公司微信公众号“上海升学

指导小助手”管理团队里的一员，负

责撰写、编辑、设计和发送不同的文

章。经过她的运营，公共号的更新频

率达到4~5次/周，并且关注者的数量

显著增加。

简    介：王珊在校期间担任班级生活委员，与

同学们相处的十分融洽,积极带头参

加学校的各项活动，集体荣誉感强，

专业学习认真，专业课成绩优异。毕

业后就职于日立建机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规模大，专业对口。给学弟学妹

就业建议：尽早明确目标，定下一个

方向就要尽全力去准备。合理利用在

校课余时间对于你所面向的岗位准备

整理，等毕业之后再准备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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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专业（本科 艺术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设计初步、设计构成、环境设计概

论、设计素描、设计色彩、 小型建

筑设计、居住建筑室内设计、商业建

筑室内设计、办公建筑室内设计、展

示设计、专属绿地景观设计、城市公

共空间景观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

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模型设计与制

作、版式设计、装饰材料与构造、照

明设计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 樊灵燕

电话：021-20262626*10709

辅导员：木丹：15201913898

      谈晓静：15800830170

培养具有扎实艺术设计基础、熟练掌握

环境设计理论与专业技能、具有较高审

美能力、良好文化艺术素养和国际视野

的人才。毕业生具备现代设计理念、优

秀设计创意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具有

市场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具有较强学

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及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

就业去向：企事业、设计行业及学校、科研单位或

自主创业从事环艺规划、建筑、室内、

园林、景观、公共艺术、展示、装饰设

计及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等；相关创

意设计行业如会展设计公司、广告设计

公司、网站设计公司等企业的设计师助

理；房地产企业项目管理人员等；也可

以在中小学、幼儿园及早教机构从事美

术教学工作。

考证情况：室内设计师、景观设计师、会展设计

师、ICAD国际商业美术设计师等。

产品设计专业（本科 艺术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

大学英语、设计素描、设计色彩、设计构成、设计概论、产品原理与设计、产品效果图

表现技法、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1.2.3）、模型设计与制作、产品设计材料与应用、

标识系统设计、导向系统设计、公共设施设计、综合设计、项目专题设计、交互设计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 徐文娟   电话：021-20262626*10707

辅导员： 木   丹  电话：15201913898

与现有高校产品设计错位竞争，在传统产品设计原理的基础上，以标识导向系统和公共

设施系统为主要方向，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综合设计能力的产品设计人才。毕业生具有

有较扎实的设计基础和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

就业去向：企事业、设计行业及学校、科研单位或自主创业从事产品设计、标识规划与设计、公共

设施设计、公共艺术、展示、交互设计、平面设计及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等；也可以

在中小学、幼儿园及早教机构从事美术教学工作。

考证情况：产品设计师、标识导向设计师、公共设施设计师、平面设计师、交互设计师、会展设计

师、国际商业美术设计师、三维数字化设计师、平面数字化设计师等。

学院及专业介绍
������������

视觉传达设计（本科 艺术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

大学英语、  广告设计、包装设计、

品牌形象设计、UI设计、网页设计、

书籍系统设计、动态展示设计、动态

图形设计、版式设计、字体与标志设

计、视觉符号设计与表达、用户调研

与信息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设计

构成等。

考证情况：Adobe平面设计师、包装设计师、UI

设计师、广告设计师、动漫游戏设计

师、平面数字化设计师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万轩  

  电话：021-20262626*10713

辅导员:木丹  电话：15201913898

     杨玉华  电话：13916704906

培养目标由平面设计扩大到三维领域、

形成以计算机、数码技术、影视媒体

交互传达的综合领域。毕业生具有有

较扎实的创意基础和较强的实际项目

设计能力。

就业去向：企事业、设计行业及学校、科研等单

位或自主创业，从事品牌、广告、包

装、网页、界面、展示、影像、装饰

设计及教学、管理工作等；也可以在

中小学、幼儿园及早教机构从事美术

教学工作。

简    介：2017年9月进入上海杉达学院就

读，在校期间一直担任班长一

职，曾荣获优秀学干部、谢希

德三等奖和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荣誉称号。

郑耀达  2019届  视觉传达设计

杭州知脉科技有限公司  职员

毕业生去向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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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专业（数字设计方向 本科 艺术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分镜头脚本设计、交互产品设计、数

码影视产品制作、数字影视特效编辑

与制作、数字影视后期合成、产品形

态设计、设计素描、设计色彩、设计

构成、产品效果图表现技法、脚本创

作基础、三维创作基础、数字图像处

理技术、数码摄影摄像技术、动画技

法基础、网络媒体技术、数字动画设

计、影视广告创意、三维特效设计与

制作、网站策划与设计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邱林 

电  话：021-20262626*10717

辅导员：木丹 

电  话：15201913898

培养以数码影视动画制作、交互产品

设计为核心的数字媒体艺术复合型人

才，满足新媒体产业的人才需求和职

业技能需要。毕业生能够将艺术与技

术紧密结合，具有敏锐的设计思维，

具备对数字媒体产品的功能与形式、

服务与视觉关系的设计开发的综合处

理能力。

就业去向：企事业、设计行业及学校、科研单位

或自主创业，从事数字影视、多媒体

与网页设计、网络游戏、数字动画、

视频短片、数字插画、数字特效等方

面的工作；也可以在中小学、幼儿园

及早教机构从事美术教学工作。

考证情况：Adobe认证、网络设计师、影视后期

设计师、平面设计师、三维动画设计

师、视频编辑师、交互设计师等。

新闻学（本科 文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中外新闻

事业史、传播心理学、广播电视学、

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

闻评论、电视新闻采制、电视节目策

划与制作、灯光与摄像、网络传播、

电脑排版、纪录片编导、新媒体运营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黎力 

电话:021-20262626*10712

辅导员:杨玉华 电话：13916704906

有较扎实的外语基础；有较强的融媒

体新闻报道的实际操作能力。

就业去向：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

体机构、文化传播公司各网站以及其它

企事业。从事的岗位：记者、编辑、媒

介销售、企业宣传、营销公关等。

考证情况：多媒体制作、影视后期编辑、方正飞

腾排版设计等。

联系方式：

新闻学（传媒经营方向 本科 文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新闻传播学概论、传播心理学、广播

电视学、媒介经济学、广告策划与制

作、广播电视广告、媒介生态学、期

刊发行与音像制品经营、传媒经营与

管理、品牌建设与管理、多媒体制作。

联系方式：系主任:黎 力 

电话:021-20262626*10712

辅导员:杨玉华 电话：13916704906

有较扎实的外语基础；有较强的媒体

运营实际操作能力。

就业去向：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

体机构、广告公司、文化传播公司、各

网站以及其它企事业。从事的岗位：媒

介销售、广告经营、节目经营、期刊发

行、企业宣传、营销公关等。

考证情况：多媒体制作、影视后期编辑、方正飞

腾排版设计等。

简    介：2015年9月进入上海杉达学院就读，

在校期间一直担任班级团支书一职，

曾荣获优秀学生，优秀团员，优秀团

干部，校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陈天佑  2019届  新闻学

上海鸿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编导

毕业生去向

毕业生去向

卢昉烨  2019届  环境设计专业

上海弈幢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师助理

简    介： 2015年9月进入上海杉达学院就

读，在校期间任班长一职，曾获

谢希德奖学金综合奖一等奖、三

等奖，国家励志奖学金，并被评

为校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张怡  2019届  产品设计专业

上海奉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平面设计师

简    介： 2015年9月进入上海杉达学院就

读，在校期间担任班长一职，曾

获谢希德奖学金综合奖一等奖、

二等奖，并被评为校优秀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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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新媒体（本科 文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网页设计与制作、媒介融合报道、网

络新闻编辑、网络视听节目制作、新

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数字多媒

体作品创作、新媒体数据分析与应用、

网络舆情监测与研判、社交媒体营销、

短视频创作、新闻信息可视化、全景

拍摄实训等。

联系方式：系主任:陈立新

电话：021-20262626*10727

辅导员:杨柳

电话:15216706821

培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具备扎实的网络传播理论基础、良好

的沟通能力，掌握用户分享理念下的

网络传播规律，熟练运用网络与新媒

体技术原理进行网络新闻信息的采写、

编辑、播发、推送、运维等基本技能，

并且具备现代传媒人职业素养和创新

思维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就业去向：网络文案制作和编辑、音视频制作和编

辑、播音主持、客户服务、数据分析等

新媒体内容创作与编辑类岗位，以及策

划文案、宣传公关、产品销售等新媒体

传播服务岗位。

考证情况：多媒体软件制作、视频编辑、图形图

像处理、网页制作、无人驾驶航空器

系统操作手合格证等。

服装与服饰设计（本科 艺术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

流行时尚搭配（双语）、女装设计（双语）、服装配饰设计、服装缝纫、服装制版、立

体裁剪、服装效果图、服装英语、服装面料再造、时尚摄影、服装CAD等。

联系方式：专业负责教师：戴竞宇   电话：13917617382

本专业走国际化办学，学生可以选择2+2、3+1、本升硕等升学途径，与美国、英国、

意大利、法国、斯洛文尼亚等海内外优秀院校合作。同时依靠校企合作办学，依托现代

大都市文化创意产业，对接时尚产业需求，以服装设计教学为主体，培养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具有较高专业能力和素质、具有先进的设计理念、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以及熟练的专

业动手能力的实用型高级服装、服饰设计及时尚传媒专业人才。本专业注重学生专业理

论和动手实践能力共进，将实际设计项目、课业展演、设计大赛与教学相结合，充分重视

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突出“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技术课程融合”，“复合型人

才培养”， “校企合作结构深入”，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指导思想，围绕复合型应

用型技术人才的通用能力和专业核心能力展开教学模块设计。

就业去向：本专业通过校企合作办学，培养具有进取精神和人文素养，掌握扎实的服饰设计专业知识，

精通服饰制作和生产的工艺技术流程，拥有创新设计思维和先进设计方法，“强设计、精技

艺、知市场”，能满足从事服装服饰设计、服装制版和工艺、时尚营销和传播等岗位要求，

具备国际视野的应用型复合人才。

考证情况：计算机一级（全国和上海）、服装制版师（中级）、服装CAD证书、英语四级等。

服装与服饰设计（人物形象设计方向 本科 艺术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

形象设计效果图、化妆基础、服饰搭配、手工制作基础、化妆技术、服装结构设计、服

装工艺与制作、发型设计、化妆设计、配饰设计、人物形象设计、立体裁剪等。

本专业培养具有身心健康、诚信敬业、时尚创新素质，具备化妆造型、服饰设计、审美

鉴赏等人物整体造型能力，满足从事形象塑造和咨询、服饰搭配和应用、时尚传播等岗

位要求，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复合人才。

就业去向：为中小型服装企业、品牌、时尚媒体和工作室，以及相关时尚行业，培养时尚造型师与造型

师助理、服装设计师与助理设计师、时尚杂志网站搭配师、时尚品牌公关、时尚企业培训人

员等应用型从业人员，也可自主创业。

考证情况：计算机一级（全国和上海）、艺术形象设计师（四级）、服装化妆师证、英语四级等

毕业生去向

杨一铭 2019届  新闻学（传媒经营方向）

上海音睿广告 pr助理

简    介： 2015年9月进入上海杉达学院就

读，在校期间担任团支部书记一

职，曾获谢希德奖学金综合奖特

等奖、二、三等奖，并被评为校

优秀团干、优秀学生干部、上海

市优秀毕业生。

毕业生去向

高嘉艺  2019届  网络与新媒体

上海澄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创始人

简    介：2015年9月进入上海杉达学院就读，

在校期间任职班级团支书、校学生

会社团事务中心主任。曾获军训优

秀学员、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

优秀学生干部、校年度人物、谢希

德新生奖学金、谢希德一、二等奖

学金、优秀毕业论文及上海市优秀

毕业生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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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方向 本科 艺术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服装配饰设计、人物造型设计、服饰

搭配、手工制作基础、服装结构设计、

服装工艺与制作、配饰设计、立体裁

剪等。

联系方式：专业负责教师：万靓

电  话：13602450451

辅导员：周瑾

电  话：13651868628

本专业培养具有身心健康、诚信敬业、

时尚创新素质，具备服装设计、服装配

饰设计审美鉴赏等造型能力，满足从事

服装及服饰设计、服饰搭配和应用、时

尚传播等岗位要求，具有国际视野的应

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

就业去向：为中小型服装企业、品牌、时尚媒体和

工作室，以及相关时尚行业，培养时尚

领域人才。能够熟练掌握服装行业通用

技术，胜任中小微型时尚类企业的专业

岗位能力要求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考证情况：计算机一级（全国和上海）、艺术形

象设计师（四级）英语四级等

时尚传播（本科 文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

时尚传播与创新、时尚新媒体技术、

影视后期制作、时尚造型艺术、整合

营销传播、传播学概论、时尚与审美等。

联系方式：专业负责教师：费雯俪

电话：13162841415

辅导员： 徐童  电话：13636615112

本专业立足国际时尚产业，侧重于培

养时尚行业的应用型传播人才。培养

具有深厚的人文与时尚艺术审美素养、

扎实的数字传播技能、以及具备时尚

传播职业认知。通过对生活美学的理

解和传播、科技与时尚的融合发展，

符合全媒体时代长三角地区时尚产业

发展需求，胜任整合时尚传播与策划

能力要求的复合型、创新型应用技术

人才。结合时尚传播专业特点，着重

体现人才培养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体

现学校与企业相合作，产业与教育相

融合、体现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强调

人才培养规格与职业标准相对接、专

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相对接、课程内容

与职业技能相对接。 

就业去向：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具有传播学科基础理论和审美素养，掌

握现代新媒体传播技术的专业知识，具

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策划能力，符合

新时代时尚产业传播人才发展需求，能

从事时尚杂志编辑、时尚传播策划、时

尚媒体运营、自媒体传播等方面的复合

型、创新型应用技术人才。

就业方向：时尚传播类、经营策划类、

电子商务类，客户服务类

从事岗位：时尚杂志编辑、时尚传播策

划专员、时尚活动策划与传播、自媒体

传播等。

考证情况：计算机一级（全国和上海）、英语四、

六级等

市场营销（时尚营销方向 本科 管理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

零售管理A、零售管理B、消费者行

为学（双语）、时尚买手（双语）、

供应链管理、国际时尚品牌策划、整

合营销传播、市场营销学、商品学、

电子商务等。

联系方式：专业负责教师：张宇姮

电话：18717978423

辅导员：徐童  电话：13636615112

本专业立足国际时尚产业，侧重于培

养时尚行业的应用型市场营销人才。

本专业是时尚学院与商学院共同打造

的专业，两学院强强联手，课程自然

衔接，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格

局。本专业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

标，将传统营销课程，如商品企划、

零售营运、供应链管理、视觉陈列、

网络营销、品牌推广、商业策略等课

程，与时尚行业与市场紧密结合，构

建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时尚营销专

业课程体系，使该专业毕业学生能将

迅速胜任时尚营销行业的岗位工作。

结合时尚营销专业特点，着重体现人

才培养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体现学校

与企业相合作，产业与教育相融合、

体现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强调人才培

养规格与职业标准相对接、专业设置

与产业需求相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

技能相对接

就业去向：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具有服装学科基础理论和审美素养，

掌握现代市场营销和零售管理的专业

知识，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符合

新时代时尚产业营销人才发展需求，

能从事时尚买手、时尚产业市场营销、

终端零售管理等方面的复合型、创新

型应用技术人才。

就业方向：时尚营销类、零售管理类、

电子商务类，客户服务类

从事岗位：电商运营师、营销策划师、

品牌企划师、时尚买手、高端品牌零

售运营与管理等。

考证情况：计算机一级（全国和上海）、

英语四、六级等

毕业生去向

刘天恩  2019届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上海去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游戏策划

简    介： 2017年9月进入上海杉达学院就

读，在校期间一直担任班级团支

书一职，曾荣获优秀学生、优秀

团干部、上海杉达学院优秀毕业

生荣誉称号。

畅兴娜  2019届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上海皮鞋厂  互联网事业部负责人

简    介： 2017年9月进入上海杉达学院就

读，在校期间一直担任组织委员

一职，曾获得优秀学生、谢希德

综合奖学金特等奖、上海市大学

生工业设计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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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技术（专科）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

高等数学、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

础、机械制图、机械制图CAD、金属

工艺学、电工基础、电子技术、工程

力学、机械制造技术与设备、机械设

计基础、PLC编程、电气自动化控制、

逆变技术、数控加工技术、计算机辅

助设计、自控技术、现代检测技术及

应用、液压与气动技术、专业英语等。

考证情况：电工四级（中级）、数控铣工四级（

中级）、电工三级（高级）或数控铣

工三级（高级）（高级二选一）；上

海市计算机一级考证,CAD考证。

联系方式：辅导员：戎士萍

电  话：18116374278

生产现场认知实习、金工实习、电工

中级技能实训及考证、数控铣工中级

技能实训及考证、电工高级技能实训

及考证或数控铣工高级技能实训及考

证（二选一）、毕业实践（即：企业

岗位实训）等。

就业去向：能从事普通机床操作、数控机床操作

与编程、车间现场管理、机电设备的

维修、安装、操作以及机电产品销售

等实际工作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

人才。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 文学学士）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

现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  古代文

学、古代汉语、中国文化概论、语言学

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对外汉语教

学语法、对外汉语教学技能、对外汉语

教学案例分析、国别与地域文化、跨文

化交际、英语泛读、英语语法与写作、

英语口语、英语翻译、教育学基础、心

理学基础等。

考证情况：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中小学教师资格

证。

联系方式：系主任：陈慧忠 

  电话：021-20262626*10314

辅导员：冯  晨 

  电话：18817328010

培养中文基础知识扎实、人文素养良好、

具备国际视野、深入了解国外文化的复

合型、应用型、实践型人才。具体培养

目标为双语师资（面向海外中小学的汉

语教育师资及国内中小学语文、英语教

育师资）以及能够在涉外单位从事文秘

工作的专门人才。

应掌握汉语教学理论和技能，具备良好

的双语表达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在

海内外中小学从事双语教育工作；能在中

外企事业单位从事办公室助理及文秘等

工作。

就业去向：孔子学院、海外华文教学机构、国内国

际汉语培训机构、上海市中小学语文英

语师资，以及企事业单位文秘等。

简    介：在校期间担任文体委员，曾荣

获谢希德二等奖学金，优秀学

生，优秀信息员等荣誉证书。

在大二学年进入李尔汽车电子

电气（上海）有限公司。毕业

后，顺利转正，成为一名采购

专员。

何晓莹  2018届  机电一体化

李尔汽车电子电气（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员

毕业生去向

沪东工学院



2020届毕业生专业介绍 2020届毕业生专业介绍

物流管理（专科）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

高等数学、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管理学原理、现代物流概论、物流企业营运管

理、集装箱运输实务、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学原理、物流信息管理、货物学、商务英语、

港口装卸管理、市场营销学、仓储与配送、国际贸易实务、物流运输设备、物流运输管

理、物流法规、外贸函电、货物运输代理、报关业务、货物保险与理赔、专业英语等。

联系方式：辅导员：蒋取萍  电话：15900559371

认知实习、集装箱模拟实训、货代与报关模拟实训、物流仓储与配送方案设计实训、毕

业实践（企业岗位实习）等。

就业去向：具备物流管理各环节的实际运作能力，适应现代物流管理的要求，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

及现代信息管理技术，具备从事物流企业管理，优化物流运作能力的现代物流技术应用

型人才。

吕明明  2012届  电气自动化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职员

简    介：2012年毕业于沪东工学院电

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就读期

间，担任班长职务。

毕业后就职于申通地铁集团

维护保障有限公司，从事电

缆检修工作。在工作中任劳

任怨，虚心求教，积极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多次

评为公司级“优秀党员”。

夏裕民  2017届  船舶工程技术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员

简    介：毕业后，就职于江南造船（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从事

冷加工技术员一职，兼任制

造一部第一团支部委员。工

作岗位中，带头组建青年突

击队，工作业绩一直优秀，

荣获2018-2019年度江南造

船“青年岗位能手”、“三

维数控青年突击队”--负责

人。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专科）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电

路分析与电气识图、工程数学基础、电子技

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电气制图与CAD、

自动控制理论、自动控制系统、电气控制与

PLC应用、PCB制板工艺、自动检测技术、逆

变技术、电站及供配电技术、嵌入式系统设

计、工业控制系统、再生能源电机转换技术、

生态建筑设计概论、电气设备安装与调试、

专业英语等。

专业特色：生产现场认知实习、金工实习、电工中级技

能实训及考证、电工高级技能实训及考证、

毕业实践（即：企业岗位实训）等。

考证情况： 低压电工上岗证（学生选考）；电工四级（

中级）、电工三级（高级）；上海市计算机

一级考证，CAD考证。

就业方向： 能从事各种工业控制设备的安装调试、运行

维护、生产监督管理等工控领域的就业方向；

同时兼顾嵌入式系统的集成开发、软件编程、

技术服务等微控领域的工作岗位；并且具备

建筑电气控制、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应用等新

能源领域的就业发展。培养学生具有一定创

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联系方式： 辅导员：诸杭    电话：13817737640

船舶工程技术（ 专科）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机

械制图、工程力学、金属工艺学与造船材料、

电工学、机械制图CAD、船体结构与制图、

机械基础知识、船舶概论、质量管理、船舶

制造技术、造船焊接、船舶轮机、船舶质量

检验、船舶结构与强度设计、船舶舾装、船

舶生产设计、专业英语等。

专业特色：生产现场认知实习、基本技能实训、船舶设

计软件操作训练、装配中级技能实训及考证、

装配高级技能实训及考证、毕业实践（即：

企业岗位实训）等。

考证情况： 船体装配中级工考证；船体装配高级工考证；

上海市计算机一级考证；CAD考证。

就业方向： 基本熟悉当前造船业的主要技术和先进工艺，

能胜任船舶制造、工艺编制和维护等工作；

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

用型专门人才。

联系方式： 辅导员：杨玉东    电话：15921487549

简    介：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多次荣获上

海市奖学金以及校内奖学金一等奖。

通过努力，顺利考取专升本，本科院

校里继续学习成长。性格活泼开朗，

乐于助人。在校期间，积极加入学生

会参与学生事务工作，参与多项志愿

者活动。吴玲玲  2016届  物流管理

中广国际广告创意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毕业生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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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发布招聘信息

智能控制技术（专科）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

高等数学、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

础、电工电子技术、液压与气动技术、

机械基础、C语言程序设计、单片机

原理及应用、电机学、电气控制与

PLC技术、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变频

器应用技术、逆变技术、自动控制技

术、工业组态控制技术、计算机与端

口技术、工业网络技术、工业机器人

技术及应用、工业机器人编程与维护、

视觉技术、物联网技术概论、智能制

造导论、专业英语等。

联系方式：辅导员：杨馨怡 电话：15821999302

专业认知实习模块、金工实习模块、

电子产品焊接与调试实训、中级电工

技能实训、高级电工技能实训、自动

化生产线装调实训、工业仿真系统综

合实训、工业机器人操作应用实训、

毕业实践（企业顶岗实习）等。

就业去向：能在各类生产制造企业中，对智能系统

进行设计与仿真，运行与维护、试验与

分析，并且培养学生从事智能控制产品

的设计、制造、技术支持以及专业设备

的安装、调试、维护、营销和管理等工

作，成为制造业需要的具备创新能力的

网络化、智能化、信息化专业知识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集装箱运输管理（专科）

主要课程：

专业特色：

高等数学、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

础、管理学原理、现代物流概论、货

物学、物流企业营运管理、集装箱运

输实务、集装箱运行计算机管理、海

运地理、经济学原理、商务英语、综

合运输基础与实务、市场营销学、口

岸管理、报关业务、外贸函电、货物

运输代理、集装箱危险品管理、集装

箱多式联运实务、港口装卸工艺、国

际贸易实务、货物保险与理赔、专业

英语等。

联系方式：辅导员：程晓雯 电话：13512161121

认知实习、集装箱运行认识实习、集

装箱码头道口管理实训、集装箱船舶

与配积载实训、国际货代专项能力实

训、毕业实践（即：企业岗位实训）等。

就业去向：具备集装箱运输服务和管理的企事业

单位，在生产、服务一线能从事集装

箱装卸、仓储、货代、船代、理货、

多式联运等工作，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具有职业发展基础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型人才。

考证情况：电工四级（中级）、电工三级（高

级）；上海市计算机一级考证；CAD

考证；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示教专项能

力证书。

    在杉达学院学生就业信息网站（career.sandau.edu.cn）上，招聘单位通过点击“单位注册”，

根据提示完成注册流程，经后台1-3个工作日审核通过后，企业可自行发布招聘信息。

    企业注册时的注意事项：

    1）、招聘单位需要上传资质材料电子版包括《营业执照》、《组织代码证》的副本影印件，     

         如是人才中介单位，请提供《某某省市人才服务中介许可证》，所有电子版本需要上传 

         JPG格式，大小在1M以下。 

    2）、发布的“招聘信息”时需要填写的信息如下：

         ⑴.招聘岗位的简单描述 （职位名称、职位类型、要求专业、招聘人数等）

         ⑵.薪酬范围

         ⑶.工作地区

         ⑷.职位申请有效期

         ⑸.其他要求（性别、学历、计算机、英语和其他外语等）

         ⑹.同时也可以共享给其他指定的高校

    我校就业办宣传“招聘信息”的渠道：

         1）浏览就业信息网站：career.sandau.edu.cn 查看由注册企业与就业办发布的信息；

         2）校就业办在校园布告栏张贴招聘海报等；

         3）定期整理就业信息发送至毕业生邮箱；

         4）由微信平台“上海杉达学院就业办”发布招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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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录用等手续

1、毕业生应聘时，应持有由上海杉达学院就业指导办公室盖章的《上海杉达学院2020届毕业生就 

   业推荐表》。

2、用人单位通过初试、复试、笔试、面试等招聘手续后，决定录用毕业生时，应向学生和学校发

   出接收函，学生持接受函，到所属学院领取《上海高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简

   称《就业协议书》，下同），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

签订《就业协议》

   《就业协议书》是明确毕业生、用人单位关于将来就业意向的初步约定，表示对双方的基本条

件以及将来签订的劳动合同的部分基本内容的大体认可，并经用人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和高校就

业部们同意和鉴证，是学校编制、上报毕业生就业方案和派遣毕业生的依据。

   《就业协议书》上的内容应详细填写，特别是用人单位名称、单位机构码、信息登记号（上海

单位填写，具体程序可查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http://www.firstjob.com.cn ）、档案接

收单位和地址等，请填写完整。

    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如有其他约定，应在协议书补充条款中注明，并视为《就业协议书》的一

部分。

   《就业协议书》经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签字盖章后即生效。

校就业指导办公室简介

    上海杉达学院就业指导办公室是学校按照国家任务计划招收的本科、专科毕业生就业工作的

指导机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研究、宣传和贯彻国家有关就业方针政策；邀请和接待用人单位

来校招聘学生，协助用人单位组织、安排、落实招聘洽谈活动；收集、发布各类招聘信息和实习

岗位的信息；开展职业发展教育，对毕业生进行就业指导和创业指导；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工作以

及实习情况的调研；做好毕业相关手续的受理工作。

    校就业办现有就业网（ career.sandau.edu.cn ），及时上传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更好地为

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就业指导服务。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办公室

沈 毅 021-20262626*10119

021-50213646

10号楼 119 办公室

张剑萍
021-50210615

021-20262626*10117
10号楼 117 办公室王 洁

陈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