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0)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411)电子信息工程(4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财务管理(502)会计电算化

(503)经济管理(504)经济信息管理
(505)市场营销(506)电子商务
(507)工商企业管理(508)旅游管理(509)导游
(510)行政管理(511)人力资源管理
(512)电子政务(513)文秘

文史类 业余(514)法律事务
文史类 函授(515)财务管理(516)会计电算化

(517)经济管理(518)经济信息管理
(519)市场营销(520)电子商务
(521)工商企业管理(522)旅游管理(523)导游
(524)行政管理(525)人力资源管理
(526)电子政务(527)文秘(528)法律事务

外语（文） 业余(529)商务英语
艺术（文） 业余(530)动漫设计与制作(531)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532)道路桥梁工程技术(533)应用化工技术
(534)煤矿开采技术(535)煤矿开采技术
(536)建筑工程管理(537)房地产经营与估价
(538)机械设计与制造(539)数控技术
(540)模具设计与制造(541)机电一体化技术
(542)计算机应用技术(543)计算机网络技术
(544)计算机信息管理(545)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46)应用电子技术(547)无损检测技术

理工类 函授(548)道路桥梁工程技术(549)应用化工技术
(550)煤矿开采技术(551)煤矿开采技术
(552)建筑工程管理(553)房地产经营与估价
(554)机械设计与制造(555)数控技术
(556)模具设计与制造(557)机电一体化技术
(558)计算机应用技术(559)计算机网络技术
(560)计算机信息管理(561)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62)应用电子技术(563)无损检测技术

10531 吉首大学 电话 0743-8759270
地址:湖南省吉首市吉首大学大田湾校区继续教育学院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英语(102)针灸推拿学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3)汉语言文学(104)新闻学(105)历史学

艺术类 业余(106)广告学(107)音乐学(108)艺术设计
(109)舞蹈学

理工类 函授(110)数学与应用数学(111)物理学(112)化学
(113)统计学(11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1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16)电子信息工程(117)通信工程
(118)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19)网络工程
(120)城市规划(121)土木工程(122)制药工程
(123)食品质量与安全

经济管理类 函授(124)经济学(125)国际经济与贸易
(126)金融工程(127)生物科学
(128)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129)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30)工商管理
(131)市场营销(132)会计学(133)人力资源管理
(134)旅游管理(135)电子商务(136)公共事业管理

法学类 函授(137)法学(138)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学类 函授(139)学前教育(140)小学教育(141)体育教育

农学类 函授(142)园林
医学类 业余(143)临床医学(144)医学影像学(145)护理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汉语言文学
理工类 业余(402)临床医学(403)护理学
理工类 函授(40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护理
文史类 函授(502)汉语(503)文秘(504)初等教育(505)学前教育

(506)法律事务
外语（文） 业余(507)应用英语
艺术（文） 业余(508)音乐教育(509)舞蹈教育(510)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511)临床医学(512)中医学(513)针灸推拿
(514)医学影像技术

理工类 函授(515)林业技术(516)药物制剂技术
(517)食品药品监督管理(518)城镇规划
(519)建筑工程技术(520)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21)机电一体化技术(522)电气自动化技术
(523)计算机应用技术(524)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25)金融管理与实务(526)会计(527)会计电算化
(528)统计实务(529)经济管理(530)市场营销
(531)工商企业管理(532)旅游管理(533)酒店管理
(534)公共事务管理(535)数学教育
(536)计算机教育

体育（理） 函授(537)体育教育
10532 湖南大学 电话 0731-88684668
地址:湖南长沙市岳麓山湖南大学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新闻学

理工类 函授(102)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103)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05)电子信息工程
(106)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07)软件工程
(108)土木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9)国际经济与贸易(110)金融学(111)工程管理
(112)工商管理(113)会计学(114)人力资源管理
(115)行政管理

法学类 函授(116)法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业余(401)工商管理(402)会计学
理工类 业余(4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04)工商管理

(405)会计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金融学(502)工程管理(503)工商管理
(504)会计学

理工类 函授(505)金融学(506)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507)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08)电子信息工程(509)工程管理(510)工商管理
(511)会计学(512)建筑工程技术
(513)电气工程技术(514)计算机应用技术

10533 中南大学 电话 0731-82654555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韶山南路 68号中南大学铁道校区

专升本
理工类 业余(10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02)土木工程
理工类 函授(103)冶金工程(10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06)土木工程
(107)化学工程与工艺(108)交通运输

经济管理类 业余(109)工商管理(110)会计学
经济管理类 函授(111)国际经济与贸易(112)药学(113)工程管理

(114)工商管理(115)会计学(116)财务管理
(117)物流管理(118)行政管理

医学类 业余(119)预防医学(120)临床医学(121)医学检验
(122)护理学

高中起点本科
理工类 函授(401)土木工程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工商管理(502)国际金融(503)会计电算化

(504)电子商务
文史类 函授(505)工商管理(506)航空服务(507)会计电算化

(508)经济管理
外语（文） 业余(509)商务英语

理工类 业余(510)临床医学(511)护理学(512)建筑工程技术
(513)机械设计与制造(514)软件技术
(515)电子商务(516)预防医学
(517)视觉传达艺术设计

理工类 函授(518)铁道机车车辆(519)铁道通信信号
(520)铁道交通运营管理(521)铁道工程技术
(522)建筑工程技术(523)机械设计与制造
(524)药学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电话 0731-58388605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英语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2)汉语言文学(103)历史学

艺术类 业余(104)艺术设计
理工类 函授(105)数学与应用数学(106)物理学(107)化学

(108)采矿工程(109)采矿工程
(110)勘查技术与工程(111)勘查技术与工程
(112)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113)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1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15)电子信息工程(116)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7)建筑学(118)城市规划(119)土木工程
(120)给水排水工程(121)测绘工程(122)环境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23)经济学(124)国际经济与贸易(125)生物科学
(126)地理科学(127)应用心理学(128)工业工程
(129)工商管理(130)市场营销(131)会计学
(132)人力资源管理(133)旅游管理(134)物流管理
(135)公共事业管理

法学类 函授(136)法学(137)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学类 函授(138)教育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国际经济与贸易(402)工商管理

(403)市场营销(404)会计学
理工类 函授(405)采矿工程(406)采矿工程

(407)勘查技术与工程(408)勘查技术与工程
(409)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10)土木工程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电算化(502)经济管理(503)市场营销

(504)电子商务(505)工商行政管理(506)物流管理
(507)旅游管理(508)行政管理(509)人力资源管理
(510)国土资源管理(511)汉语(512)初等教育
(513)学前教育(514)法律事务

艺术（文） 业余(515)艺术设计

理工类 函授(516)公路运输与管理(517)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518)工业分析与检验(519)矿山地质
(520)矿山地质(521)水文与工程地质
(522)钻探技术(523)地球物理勘查技术
(524)煤矿开采技术(525)煤矿开采技术
(526)金属矿开采技术(527)矿山机电
(528)矿井通风与安全(529)矿山测量
(530)建筑工程技术(531)工程造价
(532)机械制造与自动化(533)数控技术
(534)模具设计与制造(535)机电一体化技术
(536)电气自动化技术(537)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38)计算机应用技术(539)应用电子技术
(540)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541)工商行政管理

10536 长沙理工大学 电话 0731-85647212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 45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英语

艺术类 业余(102)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103)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04)数字媒体艺术
理工类 函授(10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6)汽车服务工程(107)热能与动力工程
(108)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09)电子信息工程
(110)通信工程(11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2)数字媒体艺术(113)土木工程
(114)给水排水工程(115)水利水电工程
(116)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117)交通运输
(118)物流工程

经济管理类 业余(119)工商管理
经济管理类 函授(120)工程管理(121)工商管理(122)市场营销

(123)会计学(124)人力资源管理
高中起点本科

理工类 函授(40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工商企业管理
文史类 函授(502)会计(503)国际经济与贸易(504)市场营销

(505)工商企业管理(506)人力资源管理
外语（文） 业余(507)商务英语
艺术（文） 业余(508)艺术设计(509)视觉传达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510)道路桥梁工程技术(511)建筑工程技术
(512)计算机应用技术(513)软件技术
(514)电子商务

理工类 函授(515)公路运输与管理(516)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517)热能动力设备与应用(518)建筑工程技术
(519)水利水电建筑工程(520)模具设计与制造
(521)机电一体化技术(522)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523)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24)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525)计算机应用技术(526)软件技术
(527)通信技术(528)电子商务(529)物流管理
(530)人力资源管理

10537 湖南农业大学 电话 0731-84618097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农大路 1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英语

艺术类 业余(102)艺术设计
理工类 函授(103)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4)机械电子工程(105)汽车服务工程
(106)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07)土木工程
(108)水利水电工程(109)环境工程
(110)食品科学与工程(111)食品质量与安全

经济管理类 函授(112)经济学(113)国际经济与贸易
(114)金融学(115)投资学(116)工程管理
(117)工商管理(118)市场营销
(119)会计学(120)电子商务
(121)行政管理(122)公共事业管理
(123)土地资源管理(124)农林经济管理

法学类 函授(125)法学(126)社会工作
教育学类 函授(127)教育学

农学类 函授(128)农学(129)园艺(130)茶学(131)烟草(132)园林
(133)动物医学(134)水产养殖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工商管理(402)会计学
理工类 函授(4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04)土木工程

(405)工商管理(406)会计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金融保险(502)会计(503)会计电算化
(504)经济管理(505)国际经济与贸易
(506)市场营销(507)电子商务(508)工商企业管理
(509)公共事务管理(510)行政管理
(511)人力资源管理(512)国土资源管理
(513)法律事务

外语（文） 业余(514)商务英语(515)商务日语
理工类 业余(516)艺术设计
理工类 函授(517)作物生产技术(518)园艺技术(519)植物保护

(520)园林技术(521)畜牧兽医(522)水产养殖技术
(523)农业经济管理(524)生物技术及应用
(525)城镇规划(526)建筑工程技术
(527)机电安装工程(528)建筑工程管理
(529)工程造价(530)水利工程
(531)机械制造与自动化(532)模具设计与制造
(533)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34)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535)计算机应用技术
(536)电子信息工程技术(537)环境工程技术
(538)食品加工技术(539)金融保险(540)会计
(541)会计电算化(542)国际经济与贸易
(543)市场营销(544)电子商务(545)工商企业管理
(546)行政管理(547)人力资源管理

外语（理） 业余(548)商务英语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电话 0731-85623366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498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英语

艺术类 业余(102)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103)土木工程
理工类 函授(10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5)汽车服务工程(106)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7)软件工程(108)建筑学(109)城市规划
(110)土木工程(111)交通运输(112)物流工程
(113)食品科学与工程(114)森林工程
(115)木材科学与工程

经济管理类 业余(116)工商管理(117)会计学
(118)人力资源管理

经济管理类 函授(119)国际经济与贸易(120)金融学
(121)工程管理(122)工商管理
(123)市场营销(124)会计学
(125)财务管理(126)人力资源管理
(127)旅游管理(128)电子商务
(129)物流管理(130)行政管理
(131)土地资源管理(132)农林经济管理

法学类 函授(133)法学
农学类 函授(134)园艺(135)林学(136)园林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业余(401)英语
文史类 函授(402)法学(403)工商管理(404)市场营销

(405)会计学(406)人力资源管理
(407)农林经济管理

艺术（文） 业余(408)艺术设计
理工类 函授(409)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10)电子信息工程(41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12)软件工程(413)城市规划(414)土木工程
(415)物流工程(416)园艺(417)林学(418)园林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会计电算化(502)经济管理
文史类 函授(503)林业经济信息管理(504)房地产经营与估价

(505)物业管理(506)计算机信息管理
(507)金融管理与实务(508)财务管理
(509)会计电算化(510)经济管理
(511)国际经济与贸易(512)市场营销
(513)电子商务(514)工商企业管理
(515)连锁经营管理(516)物流管理(517)旅游管理
(518)酒店管理(519)公共事务管理(520)行政管理
(521)人力资源管理(522)国土资源管理
(523)文秘(524)法律事务

外语（文） 业余(525)应用日语(526)商务英语
艺术（文） 业余(527)装潢艺术设计

理工类 函授(528)园艺技术(529)林业技术(530)园林技术
(531)木材加工技术(532)交通运营管理
(533)城镇规划(534)建筑工程技术
(535)建筑工程管理(536)工程造价
(537)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38)模具设计与制造(539)家具设计与制造
(540)机电一体化技术(541)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542)计算机应用技术(543)软件技术
(544)应用电子技术(545)食品加工技术

10541 湖南中医药大学 电话 0731-85381177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中路 113号湖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英语(102)中医学(103)针灸推拿学

(104)中药学
理工类 业余(10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06)食品科学与工程

(107)生物工程
经济管理类 业余(108)应用心理学(109)药学

(110)药物制剂(111)中药资源与开发
(112)市场营销(113)公共事业管理

医学类 业余(114)临床医学(115)医学影像学(116)医学检验
(117)康复治疗学(118)口腔医学
(119)中西医临床医学(120)护理学

高中起点本科
理工类 业余(401)临床医学(402)中医学(403)针灸推拿学

(404)中西医临床医学(405)护理学(406)药学

(407)中药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市场营销(502)公共事务管理
(503)应用心理学

外语（文） 业余(504)应用英语
理工类 业余(505)计算机应用技术(506)临床医学

(507)口腔医学(508)中医学(509)针灸推拿
(510)护理(511)药学(512)中药(513)医学检验技术
(514)医学影像技术(515)康复治疗技术
(516)口腔医学技术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电话 0731-88912526
地址: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路 800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102)对外汉语(103)英语

(104)历史学
艺术类 业余(105)美术学(106)艺术设计
理工类 函授(107)数学与应用数学(108)物理学(109)化学

(110)电子信息工程(111)通信工程
(1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13)制药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14)经济学(115)国际经济与贸易
(116)金融学(117)地理科学
(118)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119)药学(120)工商管理(121)市场营销
(122)会计学(123)人力资源管理
(124)旅游管理(125)电子商务
(126)行政管理(127)公共事业管理
(128)土地资源管理

法学类 函授(129)法学(130)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学类 函授(131)教育学(132)学前教育(133)体育教育

医学类 业余(134)预防医学(135)临床医学(136)医学检验
医学类 函授(137)护理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汉语言文学
理工类 函授(40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乡镇企业管理(502)计算机信息管理

(503)会计(504)经济管理(505)国际经济与贸易
(506)市场营销(507)电子商务(508)工商企业管理
(509)旅游管理(510)行政管理(511)人力资源管理
(512)国土资源管理(513)汉语(514)初等教育
(515)学前教育

外语（文） 业余(516)商务英语(517)英语教育
艺术（文） 业余(518)美术教育(519)舞蹈教育(520)艺术设计
体育（文） 函授(521)体育教育

理工类 业余(522)临床医学(523)医学检验技术
理工类 函授(524)机械设计与制造(525)模具设计与制造

(526)计算机应用技术(527)应用电子技术
(528)通信技术(529)护理(530)药学(531)心理咨询

10543 湖南理工学院 电话 0730-8809733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学院路湖南理工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汉语言文学(102)英语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3)汉语言文学

艺术类 业余(104)音乐学(105)美术学
理工类 业余(106)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07)土木工程
理工类 函授(108)数学与应用数学(109)应用化学

(11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11)电子信息工程(112)通信工程
(11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14)土木工程

经济管理类 业余(115)国际经济与贸易(116)工商管理
(117)会计学(118)人力资源管理

经济管理类 函授(119)国际经济与贸易(120)工程管理
(121)工商管理(122)会计学
(123)人力资源管理(124)旅游管理
(125)电子商务(126)公共事业管理

法学类 业余(127)法学
法学类 函授(128)法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市场营销(502)工商企业管理(503)旅游管理

(504)文秘
文史类 函授(505)会计电算化(506)经济管理

(507)国际经济与贸易(508)工商企业管理
(509)物流管理(510)旅游管理(511)酒店管理
(512)行政管理(513)初等教育(514)学前教育
(515)法律事务

外语（文） 业余(516)商务英语
艺术（文） 业余(517)广告设计与制作

理工类 业余(518)交通运营管理(519)建筑工程技术
(520)建筑工程管理(521)工程造价
(522)模具设计与制造(523)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类 函授(524)航空服务(525)交通运营管理
(526)建筑工程技术(527)建筑工程管理
(528)工程造价(529)模具设计与制造
(530)机电一体化技术(531)汽车运用与维修
(532)计算机应用技术(533)应用电子技术
(534)通信技术

10545 湘南学院 电话 0735-2865811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王仙岭公园东麓（校本部）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汉语言文学(102)英语(103)翻译(104)新闻学

艺术类 业余(105)音乐学(106)音乐表演(107)美术学
(108)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109)数学与应用数学(110)信息与计算科学
(111)应用物理学(112)应用化学
(113)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1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15)通信工程
(116)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17)网络工程

经济管理类 业余(118)国际经济与贸易(119)生物技术
(120)药学(121)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2)人力资源管理(123)旅游管理

法学类 业余(124)法学(125)社会工作
教育学类 业余(126)体育教育(127)社会体育

医学类 业余(128)预防医学(129)临床医学(130)医学影像学
(131)医学检验(132)康复治疗学(133)护理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业余(401)汉语言文学(402)英语

艺术（文） 业余(403)美术学(404)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405)国际经济与贸易(406)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07)临床医学(408)护理学(409)药学
(410)人力资源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护理(502)旅游管理(503)酒店管理(504)汉语

(505)语文教育(506)音乐教育(507)美术教育
(508)体育教育(509)思想政治教育(510)初等教育
(511)学前教育

理工类 业余(512)生物技术及应用(513)应用化工技术
(514)计算机应用技术(515)计算机系统维护
(516)计算机信息管理(517)网络系统管理
(518)电子信息工程技术(519)应用电子技术
(520)经济信息管理(521)临床医学(522)药学
(523)医学检验技术(524)医学影像技术
(525)商务英语(526)数学教育(527)物理教育
(528)化学教育(529)生物教育(530)艺术设计
(531)音乐表演(532)舞蹈表演

10546 衡阳师范学院 电话 0734-8486672
地址:衡阳市珠晖区衡花路 16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102)英语(103)商务英语

(104)新闻学(105)编辑出版学(106)历史学
艺术类 业余(107)广告学(108)音乐学(109)音乐表演(110)绘画

(111)美术学(112)艺术设计
理工类 函授(113)数学与应用数学(114)信息与计算科学

(115)物理学(116)化学(117)应用化学
(118)化学生物学(119)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20)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2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济管理类 函授(122)经济学(123)国际经济与贸易
(124)生物科学(125)地理科学(126)地理信息系统
(127)应用心理学(128)旅游管理(129)电子商务
(130)物流管理

法学类 函授(131)法学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学类 函授(133)学前教育(134)教育技术学(135)小学教育

(136)体育教育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汉语言文学
理工类 函授(40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电算化(502)经济管理

(503)国际经济与贸易(504)工商行政管理
(505)物流管理(506)公共事务管理(507)汉语
(508)文秘(509)语文教育(510)历史教育
(511)思想政治教育(512)初等教育(513)学前教育
(514)现代教育技术(515)新闻采编与制作
(516)法律文秘(517)法律事务

外语（文） 业余(518)商务英语(519)英语教育
艺术（文） 业余(520)音乐教育(521)美术教育(522)装潢艺术设计

(523)音乐表演
理工类 函授(524)计算机应用技术(525)计算机网络技术

(526)计算机信息管理(527)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28)旅游管理(529)数学教育(530)物理教育
(531)化学教育(532)生物教育(533)地理教育

体育（理） 函授(534)体育教育(535)社会体育
10547 邵阳学院 电话 0739-5433362
地址:邵阳市大祥区邵阳学院李子园校区办公楼 4楼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英语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2)汉语言文学(103)新闻学(104)历史学

艺术类 业余(105)音乐学(106)美术学(107)艺术设计
(108)舞蹈学

理工类 函授(109)数学与应用数学(110)化学
(11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112)车辆工程

(113)热能与动力工程(11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1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16)城市规划
(117)土木工程(118)测绘工程
(119)化学工程与工艺(120)食品质量与安全

经济管理类 函授(121)地理科学(122)管理科学
(123)会计学(124)人力资源管理
(125)旅游管理

法学类 函授(126)法学
教育学类 函授(127)小学教育(128)体育教育

农学类 函授(129)园林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汉语言文学
理工类 函授(402)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04)土木工程
(405)会计学(406)人力资源管理

艺术（理） 业余(407)舞蹈学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食品质量与安全(502)园林
(503)发电厂及电力系统(504)建筑工程技术
(505)工程造价(506)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507)数控技术(508)模具设计与制造
(509)机电一体化技术(510)电气自动化技术
(511)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12)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513)计算机应用技术(514)计算机信息管理
(515)应用电子技术(516)会计(517)会计电算化
(518)市场营销(519)工商企业管理(520)旅游管理
(521)酒店管理(522)行政管理(523)人力资源管理
(524)文秘(525)语文教育(526)初等教育
(527)学前教育(528)法律事务

外语（理） 业余(529)商务英语
艺术（理） 业余(530)音乐教育(531)电脑艺术设计(532)音乐表演

(533)舞蹈表演
体育（理） 函授(534)体育教育

10548 怀化学院 电话 0745-2855077
地址:湖南怀化市怀东路 180号怀化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英语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2)汉语言文学

艺术类 业余(103)音乐学(104)美术学(105)舞蹈学
理工类 函授(106)数学与应用数学(107)化学

(108)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09)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10)食品科学与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11)工商管理(112)财务管理(113)酒店管理
(114)公共事业管理

法学类 函授(115)法学(116)社会工作(117)政治学与行政学
教育学类 函授(118)学前教育(119)小学教育(120)体育教育

农学类 函授(121)园林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电算化(502)经济管理(503)市场营销
(504)旅游管理(505)酒店管理(506)行政管理
(507)汉语(508)文秘(509)初等教育(510)学前教育
(511)法律事务

外语（文） 业余(512)英语教育
艺术（文） 业余(513)音乐教育(514)美术教育(515)艺术设计

理工类 函授(516)计算机应用技术(517)应用电子技术
体育（理） 函授(518)体育教育

10549 湖南文理学院 电话 0736-7189121
地址:常德市武陵区洞庭大道西段 3150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汉语言文学(102)英语(103)历史学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4)汉语言文学(105)历史学

艺术类 业余(106)音乐学(107)美术学(108)动画
理工类 业余(109)数学与应用数学(110)物理学(111)应用化学

(112)机械电子工程(113)自动化(114)通信工程
(11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16)城市规划
(117)土木工程

理工类 函授(118)数学与应用数学(119)物理学(120)应用化学
(121)机械电子工程(122)自动化(123)通信工程
(12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25)城市规划
(126)土木工程

经济管理类 业余(127)国际经济与贸易(128)生物科学
(129)市场营销(130)会计学(131)财务管理
(132)旅游管理

经济管理类 函授(133)国际经济与贸易(134)生物科学
(135)市场营销(136)会计学(137)财务管理
(138)旅游管理

法学类 业余(139)法学(140)思想政治教育
法学类 函授(141)法学(142)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学类 业余(143)学前教育(144)教育技术学(145)体育教育
教育学类 函授(146)学前教育(147)教育技术学(148)体育教育

农学类 业余(149)农学
农学类 函授(150)农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业余(401)国际经济与贸易(402)学前教育(403)英语

(404)电子商务
艺术（文） 业余(405)艺术设计(406)动画

理工类 业余(407)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08)机械电子工程(409)自动化(410)通信工程
(41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12)城市规划
(413)土木工程(414)市场营销(415)会计学
(416)财务管理

艺术（理） 业余(417)艺术设计(418)动画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服装设计(502)会计(503)经济管理
(504)国际经济与贸易(505)市场营销
(506)电子商务(507)工商行政管理(508)物流管理
(509)旅游管理(510)汉语(511)文秘(512)音乐教育
(513)美术教育(514)初等教育(515)学前教育
(516)法律事务

文史类 函授(517)服装设计(518)会计(519)经济管理
(520)国际经济与贸易(521)市场营销
(522)电子商务(523)工商行政管理(524)物流管理
(525)旅游管理(526)汉语(527)文秘(528)初等教育
(529)学前教育(530)法律事务

外语（文） 业余(531)应用英语(532)商务英语(533)商务日语
艺术（文） 业余(534)影视动画

理工类 业余(535)农产品质量检测(536)应用化工技术
(537)环境艺术设计(538)建筑工程技术
(539)房地产经营与估价(540)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41)模具设计与制造(542)计算机应用技术
(543)计算机硬件与外设(544)应用电子技术
(545)服装设计(546)会计(547)经济管理
(548)国际经济与贸易(549)市场营销
(550)电子商务(551)工商行政管理(552)物流管理
(553)旅游管理(554)汉语(555)文秘(556)数学教育
(557)美术教育(558)初等教育(559)学前教育
(560)法律事务

理工类 函授(561)农产品质量检测(562)应用化工技术
(563)环境艺术设计(564)建筑工程技术
(565)房地产经营与估价(566)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67)模具设计与制造(568)计算机应用技术
(569)计算机硬件与外设(570)应用电子技术
(571)服装设计(572)会计(573)经济管理
(574)国际经济与贸易(575)市场营销
(576)电子商务(577)工商行政管理(578)物流管理
(579)旅游管理(580)汉语(581)文秘
(582)数学教育(583)初等教育(584)学前教育
(585)法律事务

体育（理） 业余(586)体育教育
体育（理） 函授(587)体育教育

10551 湖南科技学院 电话 0746-6382176
地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杨梓塘 130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英语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2)汉语言文学(103)广播电视新闻学

艺术类 业余(104)广告学(105)音乐学(106)美术学
(107)艺术设计(108)舞蹈学

理工类 函授(109)数学与应用数学(110)物理学(111)化学
(112)电子信息工程(113)通信工程
(11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5)电子科学与技术(116)数字媒体技术
(117)土木工程(118)制药工程
(119)食品质量与安全(120)生物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21)国际经济与贸易(122)金融工程
(123)生物技术(124)工程管理
(125)市场营销(126)公共事业管理

法学类 函授(127)法学(128)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学类 函授(129)教育技术学(130)体育教育

高中起点本科
理工类 函授(401)国际经济与贸易(402)通信工程

(4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04)土木工程
(405)食品质量与安全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建筑工程技术(502)工程造价

(503)计算机应用技术(504)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05)应用电子技术(506)通信技术
(507)会计电算化(508)国际经济与贸易
(509)市场营销(510)电子商务(511)旅游管理
(512)社区管理与服务(513)行政管理
(514)应用英语(515)文秘(516)语文教育
(517)数学教育(518)英语教育(519)思想政治教育
(520)学前教育(521)新闻采编与制作
(522)法律事务

艺术（理） 业余(523)音乐教育(524)艺术设计(525)美术
体育（理） 函授(526)体育教育

1055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电话 0738-8313411
地址:湖南省娄底市氐星路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汉语言文学(102)英语(103)商务英语

艺术类 业余(104)音乐学(105)艺术设计(106)舞蹈学
高中起点本科

外语（文） 业余(401)英语
艺术（文） 业余(402)艺术设计
艺术（理） 业余(403)艺术设计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人力资源管理

外语（文） 业余(502)商务英语
理工类 业余(503)商务英语(504)英语教育
理工类 函授(505)材料工程技术(506)机电一体化技术

艺术（理） 业余(507)音乐教育(508)美术教育(509)应用艺术设计
体育（理） 业余(510)体育教育

10554 湖南商学院 电话 0731-88689297
地址: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 569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102)英语(103)商务英语

(104)编辑出版学
艺术类 业余(105)广告学(106)艺术设计(107)动画
理工类 函授(108)信息与计算科学(109)电子信息工程

(11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11)软件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12)经济学(113)国际经济与贸易

(114)财政学(115)金融学(116)贸易经济
(117)保险(118)投资学(119)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0)工程管理(121)工商管理(122)市场营销
(123)会计学(124)财务管理(125)人力资源管理
(126)旅游管理(127)审计学(128)电子商务
(129)物流管理(130)酒店管理(131)行政管理
(132)公共事业管理(133)文化产业管理
(134)会展经济与管理

法学类 函授(135)法学(136)社会工作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工商管理(402)会计学(403)行政管理
理工类 函授(404)工商管理(405)会计学(406)行政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农业经济管理(502)乡镇企业管理

(503)建筑工程管理(504)计算机信息管理
(505)金融管理与实务(506)保险实务
(507)财务管理(508)会计电算化
(509)审计实务(510)统计实务(511)经济管理
(512)国际经济与贸易(513)市场营销
(514)电子商务(515)工商企业管理(516)物流管理
(517)旅游管理(518)酒店管理(519)社会工作
(520)公共事务管理(521)行政管理
(522)人力资源管理(523)文秘(524)图书档案管理
(525)法律事务

艺术（文） 业余(526)动漫设计与制作(527)艺术设计
(528)广告设计与制作

理工类 函授(529)农业经济管理(530)乡镇企业管理
(531)建筑工程管理(532)计算机应用技术
(533)计算机信息管理(534)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35)金融管理与实务(536)保险实务
(537)财务管理(538)会计电算化(539)审计实务
(540)统计实务(541)经济管理
(542)国际经济与贸易(543)市场营销
(544)电子商务(545)工商企业管理(546)物流管理
(547)旅游管理(548)酒店管理(549)社会工作
(550)公共事务管理(551)行政管理
(552)人力资源管理(553)商务英语(554)文秘
(555)图书档案管理(556)法律事务

艺术（理） 业余(557)动漫设计与制作(558)艺术设计
(559)广告设计与制作

10555 南华大学 电话 0734-8281291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常胜西路 28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102)英语

理工类 函授(103)采矿工程(104)矿物资源工程
(10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6)核工程与核技术(107)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8)自动化(109)通信工程
(11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11)软件工程
(112)网络工程(113)土木工程(114)给水排水工程
(115)安全工程(116)化学工程与工艺

经济管理类 业余(117)药学
经济管理类 函授(118)工商管理(119)市场营销(120)会计学

法学类 函授(121)法学
医学类 业余(122)预防医学(123)临床医学(124)麻醉学

(125)医学影像学(126)医学检验(127)口腔医学
(128)护理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物业管理(502)计算机信息管理(503)会计

(504)国际经济与贸易(505)市场营销
(506)工商企业管理(507)法律事务

外语（文） 业余(508)应用英语
理工类 业余(509)临床医学(510)口腔医学(511)麻醉学

(512)护理(513)药学(514)医学检验技术
(515)医学影像技术(516)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517)卫生监督

理工类 函授(518)应用化工技术(519)煤矿开采技术
(520)采矿工程技术(521)建筑工程技术
(522)给排水工程技术(523)数控技术
(524)模具设计与制造(525)机电一体化技术
(526)电气自动化技术(527)计算机应用技术
(528)数据通信与网络系统
(529)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30)工业环保与安全技术

10611 重庆大学 电话 023-65118703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渝碚路 131号重庆大学 C校区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土木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2)工程造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道路桥梁工程技术(502)工程造价
理工类 函授(503)道路桥梁工程技术(504)工程造价

(505)建筑工程技术
10613 西南交通大学 电话 028-87600159
地址: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102)车辆工程

(103)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04)通信工程
(105)土木工程(106)交通运输(107)物流管理

10623 西华大学 电话 028-87720074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土桥金周路 999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02)土木工程

(103)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104)水利水电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5)工程造价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铁道交通运营管理(502)建筑工程技术

(503)工程造价(504)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505)机械制造与自动化(506)机电一体化技术
(507)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10635 西南大学 电话 023-68253042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成招办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102)英语

理工类 函授(103)金属材料工程(104)车辆工程
(105)机械电子工程(106)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7)土木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8)经济学(109)药学(110)行政管理
(111)公共事业管理(112)土地资源管理

教育学类 函授(113)教育学(114)学前教育(115)小学教育
农学类 函授(116)农学(117)园艺(118)动物医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城市园林(502)畜牧兽医

(503)饲料与动物营养(504)工程造价
(505)金融保险(506)经济管理(507)公共事务管理
(508)国土资源管理(509)语文教育(510)初等教育
(511)学前教育(512)新闻与传播

理工类 函授(513)城市园林(514)畜牧兽医(515)中药制药技术
(516)建筑工程技术(517)工程造价
(518)机电一体化技术(519)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520)电子信息工程技术(521)金融保险
(522)经济管理(523)药学(524)公共事务管理
(525)国土资源管理(526)英语教育(527)艺术设计
(528)新闻与传播

10638 西华师范大学 电话 0817-2312330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师大路一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新闻学

理工类 函授(102)电子信息工程(1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4)环境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5)经济学(106)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107)会计学(108)人力资源管理(109)行政管理
(110)土地资源管理

法学类 函授(111)法学(112)社会工作
教育学类 函授(113)教育学(114)学前教育(115)小学教育

农学类 函授(116)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园林技术(502)野生动物保护
(503)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504)工程造价
(505)房地产经营与估价(506)物业管理
(507)计算机信息管理(508)服装设计
(509)金融保险(510)会计电算化
(511)会计与审计(512)经济管理(513)市场营销
(514)电子商务(515)工商企业管理
(516)工商行政管理(517)旅游管理(518)酒店管理
(519)社会工作(520)人力资源管理
(521)国土资源管理(522)初等教育(523)学前教育
(524)广告设计与制作(525)法律事务

理工类 函授(526)园林技术(527)野生动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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