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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类 函授(134)国际经济与贸易(135)工程管理
(136)工程造价(137)工商管理
(138)会计学(139)物流管理
(140)物流工程(141)工业工程
(142)酒店管理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业余(401)国际经济与贸易(402)工商管理
(403)会计学
文史类 函授(404)国际经济与贸易(405)工商管理
(406)会计学(407)物流管理
(408)酒店管理
理工类 业余(409)国际经济与贸易
(410)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1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12)土木工程(413)工商管理
(414)会计学
理工类 函授(415)国际经济与贸易
(416)信息与计算科学
(417)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18)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419)机械电子工程
(420)工业设计(421)汽车服务工程
(422)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423)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2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25)电子信息工程(426)通信工程
(427)自动化(428)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29)软件工程(430)网络工程
(431)物联网工程(432)土木工程
(433)化学工程与工艺(434)环境工程
(435)建筑学(436)安全工程
(437)工程管理(438)工程造价
(439)工商管理(440)会计学
(441)物流管理(442)物流工程
(443)工业工程(444)酒店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安全技术与管理(502)工程造价
(503)会计(504)工商企业管理
文史类 函授(505)安全技术与管理(506)工程造价
(507)会计(508)工商企业管理
外语（文） 业余(509)商务英语
理工类 业余(510)安全技术与管理
(511)材料工程技术(512)建筑工程技术
(513)工程造价(514)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15)电气自动化技术
(516)计算机应用技术(517)会计
(518)工商企业管理
理工类 函授(519)安全技术与管理
(520)材料工程技术
(521)建筑工程技术(522)工程造价
(523)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24)电气自动化技术
(525)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526)计算机应用技术(527)会计
(528)工商企业管理
外语（理） 业余(529)商务英语
11532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电话 0731-88811999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二路 139 号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1)会计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金融学
理工类 函授(402)金融学(4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工程造价(502)金融管理(503)会计
理工类 函授(504)工程造价(505)金融管理(506)会计
11534 湖南警察学院 电话 0731-82791730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远大三路 9 号
专升本

法学类 函授(101)法学(102)治安学(103)侦查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法学
理工类 函授(402)交通管理工程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公共事务管理
11535 湖南工业大学 电话 0731-28182891
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西路湖南工业大学科技楼
502 室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102)广告学
理工类 函授(103)数学与应用数学(104)应用化学
(105)机械工程
(106)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7)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08)冶金工程(109)金属材料工程
(110)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11)电子信息工程
(112)电子科学与技术(113)通信工程
(114)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115)自动化
(116)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17)软件工程
(118)网络工程(119)物联网工程
(120)土木工程(121)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22)化学工程与工艺(123)包装工程
(124)印刷工程(125)建筑学
经济管理类 函授(126)金融工程(127)国际经济与贸易
(128)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9)工商管理(130)市场营销
(131)会计学(132)财务管理
(133)人力资源管理(134)公共事业管理
法学类 函授(135)法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国际经济与贸易(402)法学
(403)汉语言文学(404)广告学
(405)工商管理(406)市场营销
(407)会计学(408)财务管理
(409)人力资源管理(410)公共事业管理
理工类 函授(411)金融工程(412)国际经济与贸易
(413)法学(414)广告学
(415)数学与应用数学(416)应用化学
(417)机械工程(418)冶金工程
(419)金属材料工程
(420)电子科学与技术(421)通信工程
(422)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423)自动化
(42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25)软件工程
(426)网络工程(427)物联网工程
(428)土木工程(429)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430)化学工程与工艺(431)包装工程
(432)印刷工程(433)工商管理
(434)市场营销(435)会计学
(436)财务管理(437)人力资源管理
(438)公共事业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工程造价(502)会计
(503)工商企业管理(504)市场营销
(505)人力资源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6)建筑工程技术(507)工程造价
(508)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
(509)机电一体化技术
(510)计算机应用技术(511)会计
(512)工商企业管理(513)市场营销
(514)人力资源管理
11843 九江学院 电话 0792-8567359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浔阳东路 320 号立本楼 115 室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
理工类 函授(102)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3)电子信息工程
(10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5)土木工程(106)环境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7)药学(108)工程造价(109)工商管理
(110)市场营销(111)会计学
教育学类 函授(112)教育技术学
医学类 函授(113)护理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教育技术学(402)护理学
(403)工商管理(404)会计学
理工类 函授(405)教育技术学
(406)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07)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08)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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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药学(410)护理学(411)工商管理
(412)会计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502)市场营销(503)学前教育
(504)人力资源管理
文史类 函授(505)公共事务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6)建筑工程技术
(507)机电一体化技术
(508)计算机应用技术(509)会计
(510)市场营销(511)学前教育
(512)人力资源管理(513)公共事务管理
(514)护理(515)药学
12034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电话 0731-82841048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 1015 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函授(101)汉语言文学
理工类 函授(102)数学与应用数学
(10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4)心理学
教育学类 函授(105)教育技术学(106)学前教育
(107)小学教育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5473728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田心桥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空中乘务(502)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3)飞行器维修技术
(504)无人机应用技术
12214 湖南医药学院 电话 0745-2383882
地址:湖南省怀化市锦溪南路 492 号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业余(101)药学
医学类 业余(102)临床医学(103)医学检验技术
(104)医学影像技术(105)康复治疗学
(106)护理学
高中起点本科

理工类 业余(401)临床医学(402)药学
(403)医学检验技术(404)医学影像技术
(405)康复治疗学(406)护理学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药品经营与管理(502)临床医学
(503)口腔医学(504)针灸推拿(505)护理
(506)助产
理工类 业余(507)药学(508)医学检验技术
(509)医学影像技术(510)医学美容技术
(511)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46-6663077
地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永州大道 289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财务管理(502)会计(503)市场营销
(504)旅游管理
外语（文） 业余(505)商务英语
理工类 业余(506)园林技术(507)畜牧兽医
(508)建筑工程技术
(509)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10)机电一体化技术
(511)工业机器人技术
(512)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13)计算机应用技术(514)临床医学
(515)护理(516)助产(517)药学
(518)中药学(519)医学检验技术
(520)医学影像技术(521)口腔医学技术
(522)眼视光技术(523)康复治疗技术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22783899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大道 18 号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电气自动化技术
(502)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
1230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电话 0731-88145904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 822 号
专升本

艺术类 业余(101)舞蹈学
理工类 业余(102)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03)汽车服务工程
经济管理类 业余(104)工商管理(105)市场营销
(106)会计学(107)旅游管理
法学类 业余(108)法学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会计(502)国际经济与贸易
(503)工商企业管理(504)市场营销
(505)电子商务(506)旅游管理
外语（文） 业余(507)商务英语
艺术（文） 业余(508)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509)模具设计与制造
(510)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11)计算机应用技术
12304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电话 0731-82861798
地址:长沙市井湾路 784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502)市场营销(503)旅游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4)模具设计与制造
(505)机电一体化技术
(506)计算机应用技术(507)软件技术
(508)药学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4615652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园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会计(502)国际经济与贸易
(503)物流管理
理工类 业余(504)种子生产与经营(505)园艺技术
(506)畜牧兽医(507)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08)模具设计与制造
(509)机电一体化技术
(510)计算机应用技术
12397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5526142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香樟路 110 号交通职院北院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建筑经济管理
(502)道路养护与管理
(503)交通运营管理
(504)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505)会计
(506)汽车营销与服务(507)电子商务
(508)物流管理(509)旅游管理
外语（文） 业余(510)商务英语
理工类 业余(511)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12)建筑工程技术(513)工程造价
(514)数控技术(515)机电一体化技术
(516)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517)汽车电子技术
(518)高速铁道工程技术
(519)智能交通技术运用
(520)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521)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522)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523)汽车车身维修技术
(524)港口与航道工程技术
(525)轮机工程技术
(526)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527)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528)物联网应用技术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4322991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雷锋大道 335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投资与理财(502)财务管理
(503)会计(504)商务管理
(505)连锁经营管理(506)市场营销
(507)茶艺与茶叶营销(508)电子商务
(509)移动商务(510)物流管理
(511)旅游管理(512)酒店管理
外语（文） 业余(513)商务英语
理工类 业余(514)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15)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516)计算机网络技术(517)软件技术
(518)统计与会计核算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4010086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万家丽北中路水渡河路 100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502)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03)建设工程管理(504)工程造价
(505)建筑经济管理

(506)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507)计算机信息管理(508)会计
(509)国际经济与贸易(510)市场营销
(511)物流管理(512)酒店管理
艺术（文） 业余(513)环境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514)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515)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
(516)钻探技术(517)环境地质工程
(518)岩土工程技术(519)工程测量技术
(520)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21)建筑工程技术(522)建设工程管理
(523)工程造价(524)建筑经济管理
(525)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526)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527)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28)计算机应用技术
(529)计算机信息管理(530)会计
(531)国际经济与贸易(532)市场营销
(533)物流管理(534)酒店管理
艺术（理） 业余(535)环境艺术设计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电话 0731-82816936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中豹塘路 196 号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金融管理(502)保险
(503)投资与理财(504)互联网金融
(505)会计(506)国际商务
(507)工商企业管理(508)电子商务
(509)老年服务与管理
12597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电话 0731-89786390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丁字镇翻身垸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国际邮轮乘务管理(502)空中乘务
(503)国际金融(504)投资与理财
(505)财务管理(506)会计
(507)国际经济与贸易(508)国际商务
(509)商务管理(510)市场营销
(511)电子商务(512)工程物流管理
(513)旅游管理(514)酒店管理
外语（文） 业余(515)商务英语(516)应用日语
(517)应用韩语
艺术（文） 业余(518)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519)皮具艺术设计(520)室内艺术设计
理工类 函授(521)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522)国际邮轮乘务管理(523)空中乘务
(524)计算机应用技术
(525)软件与信息服务(526)国际金融
(527)投资与理财(528)财务管理
(529)会计(530)国际经济与贸易
(531)国际商务(532)商务管理
(533)市场营销(534)电子商务
(535)工程物流管理(536)旅游管理
(537)酒店管理
外语（理） 业余(538)商务英语(539)应用日语
(540)应用韩语
艺术（理） 业余(541)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542)皮具艺术设计(543)室内艺术设计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9-2500108
地址:邵阳市大祥区学府路城南梅子井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
理工类 函授(502)建筑工程技术
(503)机电一体化技术
(504)计算机应用技术
12601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电话 0731-82693017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二路 1069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法律事务(502)刑事执行
(503)司法警务(504)刑事侦查技术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4-8591397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望城路 165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森林生态旅游(502)空中乘务
(503)会计(504)经济信息管理
(505)市场营销(506)物流管理
理工类 业余(507)建筑室内设计(508)药品生产技术
(509)护理(510)助产(511)药学
(512)中药学(513)医学检验技术
(514)口腔医学技术(515)康复治疗技术
理工类 函授(516)林业技术(517)园林技术
(518)畜牧兽医(519)宠物养护与驯导
(520)环境工程技术(521)风景园林设计
(522)园林工程技术(523)食品生物技术
(524)计算机应用技术
艺术（理） 业余(525)环境艺术设计
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5201822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南湖路沙湖街 128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计算机信息管理(502)金融管理
(503)互联网金融(504)会计
(505)市场营销(506)电子商务
(507)移动商务(508)物流管理
理工类 业余(509)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510)物联网应用技术
(511)计算机信息管理
(512)移动应用开发(513)通信技术
(514)移动通信技术
(515)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516)光通信技术(517)金融管理
(518)互联网金融(519)会计
(520)市场营销(521)电子商务
(522)移动商务(523)物流管理
12846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58213874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双拥中路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卫生信息管理(502)会计
理工类 业余(503)临床医学(504)口腔医学
(505)护理(506)助产(507)药学
(508)医学检验技术(509)口腔医学技术
(510)康复治疗技术(511)卫生信息管理
(512)医疗设备应用技术(513)会计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5-2322137
地址:郴州市郴州大道 8 号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动漫制作技术
(502)数字媒体应用技术(503)财务管理
(504)会计(505)审计(506)市场营销
(507)汽车营销与服务(508)物流管理
(509)旅游管理(510)酒店管理
理工类 函授(511)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12)建筑工程技术(513)工程造价
(514)数控技术(515)模具设计与制造
(516)机电一体化技术
(517)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518)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19)计算机应用技术
(520)软件与信息服务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8-8360506
地址:娄底市娄星区月塘街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会计
文史类 业余(502)市场营销(503)电子商务
理工类 业余(504)建筑工程技术(505)机电一体化技术
(506)应用电子技术(507)计算机应用技术
(508)护理(509)药学
13031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5622722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井圭路 10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环境规划与管理(502)电子商务
理工类 函授(503)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504)环境工程技术(505)工程造价
(506)食品质量与安全
13032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电话 0731-88838972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路 153 号
高职（专科）

艺术（文） 业余(501)人物形象设计(502)舞蹈表演
(503)音乐表演
13033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3757667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万家丽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计算机信息管理

(502)数字媒体应用技术(503)会计
(504)国际贸易实务(505)连锁经营管理
(506)市场营销(507)电子商务
(508)酒店管理
理工类 业余(509)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510)机械制造与自动化(511)数控技术
(512)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513)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514)模具设计与制造
(515)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516)机电一体化技术
(517)电气自动化技术(518)电梯工程技术
(519)工业机器人技术
(520)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21)汽车电子技术(522)新能源汽车技术
(523)应用电子技术(524)计算机网络技术
(525)计算机信息管理(526)软件技术
(527)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528)移动应用开发(529)会计
(530)国际贸易实务(531)连锁经营管理
(532)市场营销(533)电子商务
(534)酒店管理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8105152
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雷锋镇正兴路 157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旅游管理(502)酒店管理
(503)学前教育(504)特殊教育
理工类 业余(505)园林工程技术(506)建筑工程技术
(507)工程造价(508)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09)数控技术(510)机电一体化技术
(511)工业机器人技术
(512)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513)汽车电子技术
(514)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515)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516)计算机应用技术
(517)计算机网络技术(518)电子商务技术
(519)会计(520)连锁经营管理
(521)汽车营销与服务(522)网络营销
(523)物流管理
艺术（理） 业余(524)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525)广告设计与制作(526)环境艺术设计
13037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45-2775108
地址:怀化市河西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523)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13397 石 家 庄 邮 电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电 话 0311-85998937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18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邮政通信管理(502)金融管理
(503)市场营销(504)物流管理
13802 湖 南 中 医 药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电 话 0731-28519178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芦淞路 136 号湖南中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培训中心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药品经营与管理
理工类 业余(502)药品生产技术(503)药品经营与管理
(504)中医学(505)中医骨伤(506)针灸推拿
(507)护理(508)助产(509)药学(510)中药学
(511)医学影像技术(512)医学美容技术
(513)康复治疗技术
13804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电话 0730-8675100
地址:岳阳市岳阳楼区学院路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建设工程管理(502)空中乘务
(503)会计(504)市场营销(505)旅游管理
(506)早期教育(507)学前教育
(508)小学教育(509)科学教育
(510)现代教育技术
体育（文） 函授(511)民族传统体育
理工类 函授(512)建设工程管理
(513)工业机器人技术
(514)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15)空中乘务(516)软件技术
(517)通信技术(518)物联网工程技术
(519)会计(520)市场营销
(521)旅游管理(522)早期教育
(523)学前教育(524)小学教育
(525)科学教育(526)现代教育技术
体育（理） 函授(527)民族传统体育
13806 长沙师范学院 电话 0731-84036979
地址:长沙市星沙经济开发区特立路 9 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英语
艺术类 业余(102)音乐学(103)美术学(104)工艺美术
理工类 函授(105)数学与应用数学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6)财务管理(107)酒店管理
教育学类 函授(108)科学教育(109)学前教育
(110)小学教育(111)体育教育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农业经济管理
13038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0-8677528
地址: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院路郭镇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临床医学(502)护理(503)助产
(504)药学(505)医学检验技术
(506)医学美容技术(507)康复治疗技术
理工类 函授(508)园林技术(509)畜牧兽医
(510)建设工程管理(511)机电一体化技术
(512)工业机器人技术
(513)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14)港口物流管理
(515)应用电子技术(516)计算机网络技术
(517)软件技术(518)会计(519)市场营销
(520)旅游管理
艺术（理） 业余(521)环境艺术设计
13039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6-7226646
地址:常德市武陵区人民路 4253 号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园林技术(502)畜牧兽医
(503)建筑工程技术(504)工程造价
(505)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06)机电一体化技术
(507)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08)药品生产技术
(509)计算机网络技术
(510)软件技术(511)临床医学(512)护理
(513)助产(514)药学(515)中药学
(516)医学检验技术(517)健康管理
(518)会计(519)电子商务
13041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电话 0731-88121878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含浦科教园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空中乘务(502)航空物流
(503)财务管理(504)市场营销
(505)电子商务(506)旅游管理
(507)酒店管理
外语（文） 业余(508)商务英语
理工类 业余(509)建筑室内设计(510)建筑工程技术
(511)建设工程管理(512)工程造价
(513)机械制造与自动化(514)数控技术
(515)模具设计与制造
(516)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17)汽车电子技术
(518)高速铁路客运乘务(519)民航运输
(520)定翼机驾驶技术(521)空中乘务
(522)航空物流(523)计算机网络技术
(524)软件技术(525)移动应用开发
(526)金融管理(527)财务管理
(528)工商企业管理(529)市场营销
(530)汽车营销与服务(531)电子商务
13042 潇湘职业学院 电话 0738-8627819
地址:湖南省娄底市经济开发区潇湘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英语教育
文史类 函授(502)财务管理(503)电子商务
(504)旅游管理(505)酒店管理
(506)学前教育(507)小学教育
外语（文） 业余(508)商务英语(509)应用英语
艺术（文） 业余(510)艺术设计(511)服装与服饰设计
(512)环境艺术设计
理工类 函授(513)汽车电子技术
(514)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15)计算机应用技术
13807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4-3174206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狮山路 20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财务管理(502)会计
(503)会计信息管理(504)工商企业管理
(505)市场营销(506)电子商务
理工类 业余(507)机械设计与制造(508)数控技术
(509)模具设计与制造
(510)电气自动化技术
(511)工业机器人技术
(512)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13)新能源汽车技术(514)空中乘务
(515)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516)计算机应用技术
(517)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518)汽车营销与服务
(519)物流工程技术(520)工程物流管理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7-4625666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迎丰桥镇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建设工程管理(502)会计
(503)经济信息管理(504)汽车营销与服务
(505)电子商务(506)网络营销
艺术（文） 业余(507)环境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508)园林技术(509)畜牧兽医
(510)建设工程管理
(511)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512)模具设计与制造
(513)机电一体化技术(514)船舶工程技术
(515)游艇设计与制造
(516)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17)汽车电子技术
(518)粮食工程技术
(519)粮油储藏与检测技术
(520)计算机应用技术
(521)计算机网络技术
(522)软件技术余(523)会计
(524)经济信息管理
(525)汽车营销与服务(526)电子商务
(527)网络营销
艺术（理） 业余(528)环境艺术设计
13809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电话 0736-7377477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善卷路 2058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会计(502)市场营销
(503)汽车营销与服务(504)电子商务
(505)物流管理(506)旅游管理
(507)酒店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8)建筑工程技术(509)物业管理
(510)数控技术(511)模具设计与制造
(512)机电一体化技术
(513)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514)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15)应用电子技术(516)计算机应用技术
(517)计算机网络技术(518)软件技术
(519)移动通信技术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22537643
地址:株洲云龙职教城盘龙路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工程造价(502)药品经营与管理
(503)互联网金融(504)会计(505)市场营销
(506)电子商务(507)物流管理
外语（文） 业余(508)商务英语
理工类 业余(509)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
(510)数控技术(511)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512)模具设计与制造(513)工业设计
(514)机电一体化技术
(515)电气自动化技术
(516)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517)工业机器人技术(518)食品生物技术
(519)应用化工技术(520)石油化工技术
(521)精细化工技术(522)工业分析技术
(523)化工装备技术(524)化妆品技术
(525)药品生产技术(526)计算机网络技术
(527)软件技术(528)药学
13044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2920880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书院路 42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建设工程管理(502)工程造价
(503)建筑经济管理
(504)房地产经营与管理(505)物业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6)建筑材料工程技术(507)建筑设计
(508)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09)建筑室内设计(510)风景园林设计
(511)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512)城乡规划(513)建筑工程技术
(514)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515)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516)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517)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518)工业设备安装工程技术
(519)市政工程技术
(520)给排水工程技术
(521)房地产检测与估价
(522)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英语
艺术类 业余(102)环境设计
理工类 业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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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管理类 业余(106)行政管理(107)物流管理
农学类 业余(108)林学(109)园林(110)水产养殖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外语（文）
艺术（文）
理工类

业余(401)物流管理
业余(402)英语
业余(403)环境设计
业余(40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05)机械电子工程(406)汽车服务工程
(407)林学(408)园林(409)水产养殖学
(410)物流管理
外语（理） 业余(411)英语
艺术（理） 业余(412)环境设计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建筑装饰工程技术(502)财务管理
(503)国际经济与贸易(504)市场营销
(505)物流管理(506)行政管理
外语（文） 业余(507)商务英语
艺术（文） 业余(508)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509)园林技术(510)水产养殖技术
(511)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12)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513)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14)计算机应用技术
(515)计算机网络技术(516)软件技术
(517)财务管理(518)国际经济与贸易
(519)市场营销(520)物流管理
(521)行政管理
外语（理） 业余(522)商务英语
艺术（理） 业余(523)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3836 湖南信息学院 电话 0731-84098087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星沙经济开发区毛塘环保小区
专升本

理工类 业余(101)电子信息工程(102)软件工程
经济管理类 业余(103)财务管理(104)电子商务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会计(502)国际经济与贸易
(503)工商企业管理(504)市场营销
(505)电子商务
外语（文） 业余(506)商务英语
艺术（文） 业余(507)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508)电子信息工程技术(509)会计
(510)国际经济与贸易
(511)工商企业管理
(512)市场营销
(513)电子商务
外语（理） 业余(514)商务英语
艺术（理） 业余(515)艺术设计
（下转 1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