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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行政管理
理工类 函授(502)计算机应用技术(503)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04)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文史类 函授(505)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理工类 函授(506)行政管理(507)市场营销
文史类 函授(508)市场营销
理工类 函授(509)财务管理
文史类 函授(510)财务管理
理工类 函授(511)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文史类 函授(512)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艺术（文） 业余(513)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艺术（理） 业余(514)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3924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电话 0734-8815001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呆鹰岭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1)财务管理

理工类 函授(102)车辆工程(103)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4)电子商务

理工类 函授(105)电子信息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6)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工类 函授(107)机械电子工程(108)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9)交通工程(110)能源与动力工程

经济管理类 函授(111)物流工程
医学类 业余(112)护理学

高中起点本科
理工类 函授(401)财务管理(402)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文史类 函授(403)电子商务
理工类 函授(404)电子信息工程
文史类 函授(405)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工类 函授(406)机械电子工程

(407)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408)交通工程
(409)能源与动力工程(410)物流工程

理工类 业余(411)护理学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空中乘务
文史类 函授(502)空中乘务
理工类 函授(503)会计
文史类 函授(504)动漫制作技术
理工类 函授(505)工商企业管理
文史类 函授(506)工商企业管理(507)国际经济与贸易(508)会计
理工类 函授(509)动漫制作技术(510)计算机应用技术

(511)电子信息工程技术(512)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513)高速铁道工程技术(514)铁道供电技术
(515)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516)电气自动化技术
(517)机械设计与制造(518)建筑工程技术

外语（理） 业余(519)商务英语
理工类 业余(520)护理

外语（文） 业余(521)商务英语
13939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4081651
地址: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长沙市经开区东四路20号星沙）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供用电技术(502)会计

(503)机电一体化技术(504)水利工程
(505)工程造价(506)建筑工程技术
(507)道路桥梁工程技术(508)水土保持技术
(509)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13941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4-2548797
地址:衡阳市珠晖区三环东路南9号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铁路物流管理(502)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503)铁路桥梁与隧道工程技术(504)建筑工程技术
13942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22777020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云龙职教城智慧路1号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机械设计与制造(502)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503)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504)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505)铁道信号自动控制(506)铁道车辆
(507)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508)铁道工程技术(509)电气自动化技术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电话 0731-88626137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万家丽北路土桥304号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工程安全评价与监理

(502)职业卫生技术与管理
文史类 业余(503)会计
理工类 业余(504)会计(505)计算机网络技术(506)建筑工程技术

14071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52811506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街2号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机电一体化技术(502)电机与电器技术

(503)数控技术(504)机械设计与制造
(505)风电系统运行与维护
(506)汽车营销与服务

文史类 业余(507)会计
理工类 业余(508)电梯工程技术(509)电气自动化技术

(510)新能源装备技术
文史类 业余(511)物流管理(512)电子商务

14072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电话 0731-82450372
地址:长沙市望城区丁字镇京阳大道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人力资源管理

外语（理） 业余(502)应用日语(503)商务英语
理工类 业余(504)护理
文史类 业余(505)酒店管理
理工类 业余(506)市场营销
文史类 业余(507)市场营销(508)国际经济与贸易(509)会计
理工类 业余(510)会计(511)计算机网络技术(512)人力资源管理

外语（文） 业余(513)应用日语(514)商务英语
艺术（理） 业余(515)艺术设计
艺术（文） 业余(516)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517)酒店管理(518)国际经济与贸易
14097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电话 0737-3556815
地址:湖南益阳市迎宾东路516号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康复治疗技术(502)药学(503)口腔医学

(504)医学检验技术(505)中药学(506)护理
(507)临床医学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电话 0731-86399126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黄花镇黄花路社区远大三路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工类 业余(502)软件技术
文史类 业余(503)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理工类 业余(504)机场运行
文史类 业余(505)机场运行
理工类 业余(506)道路桥梁工程技术(507)数字印刷技术
文史类 业余(508)数字印刷技术
理工类 业余(509)包装工程技术
文史类 业余(510)包装工程技术
理工类 业余(511)模具设计与制造(512)数控技术(513)工程造价
文史类 业余(514)工程造价
理工类 业余(515)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文史类 业余(516)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理工类 业余(517)建筑设计

艺术（文） 业余(518)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519)会计
文史类 业余(520)会计
理工类 业余(521)应用电子技术(522)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523)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文史类 业余(524)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理工类 业余(525)包装策划与设计

艺术（理） 业余(526)包装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527)工商企业管理
文史类 业余(528)工商企业管理
理工类 业余(529)国际经济与贸易(530)计算机应用技术

(531)财务管理(532)印刷媒体技术
文史类 业余(533)印刷媒体技术(534)包装策划与设计

艺术（文） 业余(535)包装艺术设计
艺术（理） 业余(536)艺术设计

文史类 业余(537)财务管理
理工类 业余(538)计算机网络技术(539)空中乘务
文史类 业余(540)空中乘务
理工类 业余(541)民航运输(542)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543)建筑工程技术
文史类 业余(544)建筑设计

14122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电话 0731-88328848
地址:湖南长沙岳麓区雷锋镇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计算机网络技术

艺术（理） 业余(502)表演艺术(503)服装与服饰设计
理工类 业余(504)会计(505)汽车电子技术

(506)机电一体化技术(507)互联网金融
(508)建筑装饰工程技术(509)软件技术
(510)工程造价(511)建筑工程技术(512)护理
(513)动漫制作技术(514)汽车智能技术
(515)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艺术（理） 业余(516)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517)电子商务(518)市场营销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58300696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楠竹山镇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市场营销
理工类 业余(502)机电一体化技术

14309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电话 0736-2998105
地址:湖南省汉寿县太子庙工业园

高职（专科）
体育（理） 业余(501)社会体育
外语（理） 业余(502)应用英语
外语（文） 业余(503)应用英语

文史类 业余(504)旅游管理(505)工商企业管理
理工类 业余(506)金融管理
文史类 业余(507)建设工程管理(508)金融管理
理工类 业余(509)酒店管理
文史类 业余(510)酒店管理
理工类 业余(511)旅游管理(512)工商企业管理

(513)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文史类 业余(514)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理工类 业余(515)空中乘务
文史类 业余(516)空中乘务

体育（理） 业余(517)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体育（文） 业余(518)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519)社会体育
体育（理） 业余(520)运动训练
体育（文） 业余(521)运动训练

理工类 业余(522)电子商务
文史类 业余(523)电子商务
理工类 业余(524)会计
文史类 业余(525)会计
理工类 业余(526)机电一体化技术(527)建设工程管理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电话 0734-8858173
地址:衡阳市雁峰区黄白路165号御江帝景八幢二楼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人力资源管理(502)社区管理与服务

艺术（文） 业余(503)音乐传播
文史类 业余(504)市场营销(505)国际贸易实务
理工类 业余(506)软件技术(507)工程造价
文史类 业余(508)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509)家政服务与管理

外语（文） 业余(510)商务英语
艺术（理） 业余(511)音乐传播

理工类 业余(512)工商企业管理
文史类 业余(513)工商企业管理
理工类 业余(514)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515)应用电子技术

(516)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517)药物制剂技术
(518)模具设计与制造(519)建筑室内设计

文史类 业余(520)电子商务
理工类 业余(521)会计
文史类 业余(522)会计(523)投资与理财
理工类 业余(524)道路桥梁工程技术(525)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526)机电一体化技术(527)建筑工程技术
14359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电话 0731-85647528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街道体院路510号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中药学(502)药学(503)药品经营与管理

(504)食品质量与安全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55557888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九华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工商企业管理
理工类 业余(502)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14468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电话 0736-7282031
地址:湖南常德市武陵区大学城高泗路600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学前教育

50083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电话 029-85206353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神舟二路211号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高职（专科）
理工类 脱产(501)工业机器人技术 (502)建筑工程技术

(503)护理(504)酒店管理(505)电子商务
(506)会计(507)物联网应用技术
(508)供用电技术(509)数控技术
(510)机电一体化技术(511)工程造价
(512)物业管理(513)动漫制作技术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电话 0451-86335367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133号

专升本
理工类 脱产(101)采矿工程
法学类 脱产(102)法学

文史、中医类 脱产(103)汉语言文学
经济管理类 脱产(104)行政管理(105)会计学

理工类 脱产(106)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教育学类 脱产(107)教育学

艺术类 脱产(108)美术学
理工类 脱产(109)数学与应用数学(110)土木工程

教育学类 脱产(111)学前教育
艺术类 脱产(112)音乐学

文史、中医类 脱产(113)英语
高职（专科）

文史类 脱产(501)人力资源管理
艺术（文） 脱产(502)音乐教育

文史类 脱产(503)语文教育(504)学前教育(505)市场营销
(506)经济信息管理(507)行政管理(508)法律事务

理工类 脱产(509)计算机应用技术(510)电气自动化技术
(511)建筑工程技术

艺术（文） 脱产(512)美术教育
文史类 脱产(513)工商企业管理(514)会计

50774 涟源钢铁总厂职工大学 电话 0738-8664456
地址:湖南省娄底市涟钢花庙冲

高职（专科）
文史类 脱产(501)工商企业管理
理工类 脱产(502)建筑工程技术(503)计算机应用技术
文史类 脱产(504)会计

50788 株洲市职工大学 电话 0731-22621398
地址:株洲市云龙示范区智慧路99号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数控技术(502)电气自动化技术

(503)应用电子技术
艺术（文） 业余(504)服装与服饰设计(505)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文史类 业余(506)电子商务(507)会计
理工类 业余(508)计算机网络技术(509)模具设计与制造

艺术（文） 脱产(510)服装与服饰设计
理工类 脱产(511)模具设计与制造(512)数控技术
文史类 脱产(513)会计
理工类 脱产(514)电气自动化技术

艺术（文） 脱产(515)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文史类 脱产(516)电子商务
理工类 脱产(517)计算机网络技术(518)应用电子技术

50793 湖南航空工业职工工学院 电话 0731-28579046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董家塅李汜路219号湖南航空工业职工工
学院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工商企业管理
理工类 业余(502)计算机应用技术
文史类 业余(503)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理工类 业余(504)机电一体化技术
文史类 业余(505)电子商务(506)空中乘务
理工类 业余(507)数控技术
文史类 业余(508)旅游管理(509)市场营销
理工类 业余(510)模具设计与制造
文史类 业余(511)会计(512)金融管理(513)计算机信息管理
文史类 脱产(514)工商企业管理(515)计算机信息管理
理工类 脱产(516)计算机应用技术(517)机电一体化技术

(518)模具设计与制造
文史类 脱产(519)旅游管理(520)电子商务
理工类 脱产(521)数控技术
文史类 脱产(522)市场营销(523)会计(524)金融管理

50794 中钢集团衡阳重机职工大学 电话 0734-8214161
地址:衡阳市珠晖区东风路建国里175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市场营销
理工类 业余(502)经济信息管理(503)会计(504)法律事务

(505)市场营销(506)行政管理
文史类 业余(507)法律事务(508)文秘
理工类 业余(509)数控技术
文史类 业余(510)经济信息管理(511)会计
理工类 业余(512)电气自动化技术(513)机电一体化技术

(514)模具设计与制造
文史类 业余(515)行政管理
理工类 业余(516)文秘(517)电子商务
文史类 业余(518)电子商务
理工类 业余(519)计算机应用技术
文史类 脱产(520)行政管理(521)电子商务
理工类 脱产(522)经济信息管理(523)会计
文史类 脱产(524)会计
理工类 脱产(525)电气自动化技术(526)数控技术
文史类 脱产(527)文秘
理工类 脱产(528)市场营销
文史类 脱产(529)经济信息管理
理工类 脱产(530)机电一体化技术(531)模具设计与制造

(532)行政管理(533)法律事务
文史类 脱产(534)法律事务
理工类 脱产(535)文秘(536)电子商务
文史类 脱产(537)市场营销
理工类 脱产(538)计算机应用技术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电话 0734-8320108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苗圃凤凰村73号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法律事务(502)文秘(503)汉语

(504)模具设计与制造(505)数控技术
(506)建筑工程技术(507)城乡规划

文史类 业余(508)法律事务(509)汉语(510)市场营销
(511)城乡规划

理工类 业余(512)经济信息管理(513)计算机应用技术
(514)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文史类 业余(515)行政管理(516)文秘(517)电子商务
(518)经济信息管理(519)财政

理工类 业余(520)市场营销(521)财政(522)水利水电工程管理
文史类 业余(523)会计(524)国际金融(525)计算机信息管理

(526)水利水电工程管理(527)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理工类 业余(528)行政管理(529)电子商务(530)会计

(531)国际金融(532)计算机信息管理
(533)电气自动化技术(534)机电一体化技术
(535)机械设计与制造

文史类 脱产(536)汉语(537)电子商务(538)计算机信息管理
(539)水利水电工程管理(540)市场营销
(541)经济信息管理(542)国际金融

理工类 脱产(543)计算机信息管理(544)电气自动化技术
(545)建筑工程技术

文史类 脱产(546)行政管理(547)法律事务(548)文秘
(549)会计(550)财政

理工类 脱产(551)法律事务(552)汉语(553)会计(554)财政
(555)模具设计与制造(556)水利水电工程管理
(557)城乡规划(558)机电一体化技术
(559)数控技术(560)机械设计与制造
(561)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562)行政管理

文史类 脱产(563)城乡规划(564)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理工类 脱产(565)文秘(566)电子商务(567)市场营销

(568)经济信息管理(569)国际金融
(570)计算机应用技术

50812 湘潭教育学院 电话 0731-58252940
地址:湘潭雨湖区文化街45号湘潭教育学院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法律文秘(502)体育教育(503)物理教育
文史类 业余(504)物理教育(505)数学教育

(506)语文教育(507)电子商务
理工类 业余(508)数字媒体应用技术(509)数学教育
文史类 业余(510)酒店管理(511)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512)法律文秘
理工类 业余(513)现代教育技术
文史类 业余(514)体育教育(515)现代教育技术
理工类 业余(516)英语教育
文史类 业余(517)英语教育(518)学前教育
理工类 业余(519)语文教育(520)小学教育
文史类 业余(521)小学教育
理工类 业余(522)学前教育(523)酒店管理(524)电子商务

(525)会计
文史类 业余(526)会计
理工类 脱产(527)小学教育
文史类 脱产(528)小学教育
理工类 脱产(529)学前教育
文史类 脱产(530)学前教育

50885 国营涪江机器厂职工大学 电话 0818-2468685
地址:四川省绵阳市跃进路43号

高职（专科）
理工类 脱产(501)会计信息管理(502)计算机信息管理
文史类 脱产(503)计算机信息管理(504)会计信息管理
理工类 脱产(505)数控技术(506)应用电子技术

(507)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508)机电一体化技术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大学 电话 028-84711820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槐树店路35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脱产(501)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理工类 脱产(502)行政管理

外语（理） 脱产(503)应用英语
外语（文） 脱产(504)应用英语

文史类 脱产(505)旅游管理
理工类 脱产(506)物流管理(507)电子商务

(508)工商企业管理(509)经济信息管理
(510)数控技术

文史类 脱产(511)水利水电工程管理
理工类 脱产(512)物业管理
文史类 脱产(513)物业管理(514)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515)工程造价
理工类 脱产(516)建设工程管理
文史类 脱产(517)建设工程管理
理工类 脱产(518)建筑工程技术(519)安全技术与管理
文史类 脱产(520)安全技术与管理
理工类 脱产(521)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文史类 脱产(522)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理工类 脱产(523)矿山机电技术(524)油气储运技术

(525)园林技术
文史类 脱产(526)会计
理工类 脱产(527)护理(528)动漫制作技术
文史类 脱产(529)动漫制作技术
理工类 脱产(530)计算机系统与维护

(53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532)道路桥梁工程技术(533)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文史类 脱产(534)行政管理
理工类 脱产(535)旅游管理
文史类 脱产(536)物流管理(537)电子商务
理工类 脱产(538)市场营销
文史类 脱产(539)市场营销(540)经济信息管理
理工类 脱产(541)会计(542)计算机信息管理
文史类 脱产(543)计算机信息管理

(544)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理工类 脱产(545)空中乘务
文史类 脱产(546)空中乘务
理工类 脱产(547)电气自动化技术(548)机电一体化技术

(549)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文史类 脱产(550)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理工类 脱产(551)焊接技术与自动化(552)水利水电工程管理

(553)房地产经营与管理(554)建设工程监理
文史类 脱产(555)建设工程监理
理工类 脱产(556)工程造价(557)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文史类 脱产(558)工商企业管理

51001 陕西兵器工业职工大学 电话 029－87671133
地址:西安市幸福中路39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脱产(501)会计
理工类 脱产(502)药学(503)护理
文史类 脱产(504)建设工程管理
理工类 脱产(505)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1306 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 电话 0731-82821938
地址:长沙市青园路168号

高职（专科）
外语（理） 业余(501)应用英语

理工类 业余(502)小学教育(503)国际贸易实务
艺术（文） 业余(504)音乐表演

文史类 业余(505)国际贸易实务
理工类 业余(506)会计(507)金融管理(508)医学检验技术

(509)药学(510)护理(511)计算机应用技术
(512)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文史类 业余(513)物业管理(514)建设工程管理
理工类 业余(515)行政管理

外语（文） 业余(516)应用英语
文史类 业余(517)小学教育(518)学前教育

艺术（理） 业余(519)艺术设计
艺术（文） 业余(520)艺术设计

文史类 业余(521)烹调工艺与营养(522)市场营销
理工类 业余(523)旅游管理
文史类 业余(524)工商企业管理(525)会计(526)行政管理
理工类 业余(527)法律事务
文史类 业余(528)法律事务
理工类 业余(529)英语教育
文史类 业余(530)英语教育
理工类 业余(531)学前教育

艺术（理） 业余(532)音乐表演
理工类 业余(533)烹调工艺与营养
文史类 业余(534)旅游管理
理工类 业余(535)电子商务
文史类 业余(536)电子商务
理工类 业余(537)医学影像技术(538)计算机信息管理

(539)应用电子技术(540)模具设计与制造
(541)机械制造与自动化(542)物业管理
(543)建设工程管理(544)临床医学(545)市场营销
(546)工商企业管理

文史类 业余(547)金融管理
理工类 业余(548)口腔医学
文史类 业余(549)计算机信息管理
理工类 业余(550)机电一体化技术(551)建筑工程技术

(552)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艺术（理） 脱产(553)音乐表演

理工类 脱产(554)市场营销(555)医学影像技术(556)护理
(557)口腔医学(558)应用电子技术
(559)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560)物业管理

文史类 脱产(561)物业管理
理工类 脱产(562)建设工程管理(563)行政管理
文史类 脱产(564)行政管理
理工类 脱产(565)法律事务

外语（理） 脱产(566)应用英语
理工类 脱产(567)英语教育
文史类 脱产(568)英语教育
理工类 脱产(569)小学教育
文史类 脱产(570)小学教育
理工类 脱产(571)学前教育
文史类 脱产(572)学前教育

艺术（理） 脱产(573)艺术设计
艺术（文） 脱产(574)艺术设计

理工类 脱产(575)烹调工艺与营养
文史类 脱产(576)烹调工艺与营养(577)旅游管理
理工类 脱产(578)工商企业管理(579)金融管理
文史类 脱产(580)金融管理(581)法律事务

外语（文） 脱产(582)应用英语
艺术（文） 脱产(583)音乐表演

理工类 脱产(584)旅游管理(585)电子商务
文史类 脱产(586)电子商务(587)国际贸易实务
理工类 脱产(588)会计
文史类 脱产(589)会计
理工类 脱产(590)药学
文史类 脱产(591)计算机信息管理
理工类 脱产(592)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文史类 脱产(593)建设工程管理(594)市场营销

(595)工商企业管理
理工类 脱产(596)国际贸易实务(597)医学检验技术

(598)临床医学(599)计算机信息管理
(5100)计算机应用技术(5101)机电一体化技术
(5102)模具设计与制造(5103)建筑工程技术
(5104)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51310 益阳教育学院 电话 0737-4225530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康富北路5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小学教育(502)行政管理(503)文秘

外语（文） 业余(504)商务英语
文史类 业余(505)汉语(506)学前教育(507)旅游管理

(508)经济信息管理(509)会计
理工类 业余(510)计算机应用技术
文史类 脱产(511)经济信息管理
理工类 脱产(512)计算机应用技术
文史类 脱产(513)行政管理(514)文秘

外语（文） 脱产(515)商务英语
文史类 脱产(516)汉语(517)小学教育(518)学前教育

(519)旅游管理
51408 焦作职工医学院 电话 0391-3530027
地址:焦作市学苑路1号

高职（专科）
理工类 脱产(501)医学影像技术(502)医学检验技术

(503)护理(504)口腔医学(505)临床医学
（完）

（上接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