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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4615652

地址：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东湖校区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现代物流管理(502)电子商务

(503)国际经济与贸易

(504)大数据与会计

理工类 业余(505)计算机应用技术

(506)机电一体化技术

(507)模具设计与制造

(508)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509)建筑室内设计(510)畜牧兽医

(511)园艺技术

(512)种子生产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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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电子商务

理工类 业余(502)大数据与会计

(503)轮机工程技术

(504)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05)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506)机电一体化技术(507)建筑工程技术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888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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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502)旅游管理(503)现代物流管理

(504)电子商务(505)市场营销

(506)商务管理(507)大数据与会计

(508)大数据与财务管理(509)财富管理

外语（文） 业余(510)商务英语

理工类 业余(511)软件技术(512)计算机网络技术

(513)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6869480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万家丽北路水渡河 100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502)现代物流管理

(503)市场营销(504)国际经济与贸易

(505)大数据与会计(506)大数据技术

(507)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508)建设工程管理

(509)工程造价(510)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11)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理工类 业余(512)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513)现代物流管理

(514)市场营销(515)国际经济与贸易

(516)大数据与会计(517)大数据技术

(518)计算机应用技术

(519)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20)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521)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522)建设工程管理(523)工程造价

(524)建筑工程技术

(525)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26)工程测量技术

(527)环境地质工程

(528)钻探工程技术

(529)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

(530)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电话 0731-82816936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中豹塘路 196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大数据与会计

文史类 函授(502)大数据与会计

文史类 业余(503)财富管理

文史类 函授(504)财富管理

文史类 业余(505)保险实务

文史类 函授(506)保险实务

文史类 业余(507)金融服务与管理

文史类 函授(508)金融服务与管理(509)健康管理

文史类 业余(510)健康管理

(511)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文史类 函授(512)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理工类 业余(513)大数据与会计

理工类 函授(514)大数据与会计

理工类 业余(515)财富管理

理工类 函授(516)财富管理(517)保险实务

理工类 业余(518)保险实务

理工类 函授(519)金融服务与管理

理工类 业余(520)金融服务与管理

理工类 函授(521)健康管理

理工类 业余(522)健康管理

理工类 函授(523)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理工类 业余(524)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12597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电话 0731-89786390

地址：长沙市望城区丁字镇翻身垸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文史类 业余(502)旅游管理(503)工程物流管理

(504)电子商务(505)市场营销

(506)商务管理(507)国际商务

(508)国际经济与贸易

(509)大数据与会计

(510)大数据与财务管理(511)国际金融

(512)财富管理

文史类 函授(513)空中乘务

文史类 业余(514)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外语（文）业余(515)应用日语(516)应用韩语

(517)商务英语

艺术（文）业余(518)室内艺术设计

(519)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理工类 函授(520)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理工类 业余(521)旅游管理(522)工程物流管理

(523)电子商务(524)市场营销

(525)商务管理(526)国际商务

(527)国际经济与贸易

(528)大数据与会计

(529)大数据与财务管理(530)国际金融

(531)财富管理(532)软件技术

(533)计算机应用技术

理工类 函授(534)空中乘务

理工类 业余(535)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536)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外语（理）业余(537)应用日语(538)应用韩语

(539)商务英语

艺术（理）业余(540)室内艺术设计

(541)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2601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电话 0731-82693017

地址：湖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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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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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类 函授(501)现代物流管理(502)市场营销

(503)大数据与会计

理工类 业余(504)康复治疗技术(505)口腔医学技术

(506)医学检验技术(507)中药学

(508)药学(509)助产(510)护理

理工类 函授(511)计算机应用技术(512)空中乘务

(513)药品生产技术

(514)食品生物技术

(515)建筑室内设计

(516)风景园林设计

(517)园林工程技术

(518)环境工程技术

(519)宠物养护与驯导

(520)畜牧兽医

(521)森林生态旅游与康养(522)园林技术

(523)林业技术

艺术（理）业余(524)环境艺术设计

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520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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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502)市场营销

(503)大数据与会计

理工类 业余(504)现代通信技术

(505)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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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老年保健与管理

理工类 业余(502)老年保健与管理

(503)康复治疗技术

(504)口腔医学技术

(505)医学检验技术(506)药学

(507)护理(508)临床医学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5-2322137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王仙岭郴州大道 909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旅游管理(502)市场营销

(503)大数据与会计

(504)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理工类 业余(505)计算机应用技术(506)机电一体化技术

(507)工程造价(508)建筑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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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余(501)电子商务(502)食品质量与安全

(503)建筑室内设计

(504)安全技术与管理

理工类 业余(505)电子商务(506)食品质量与安全

(507)建筑室内设计

(508)安全技术与管理

(509)环境工程技术

(510)环境监测技术

(511)工程测量技术

13032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电话 0731-88838972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星沙经济开发区特立东路 719 号

高职（专科）

艺术（文） 业余(501)舞蹈表演(502)音乐表演

(503)人物形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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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一段 359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电子商务(502)市场营销

(503)大数据与会计(504)大数据技术

理工类 业余(505)电子商务(506)市场营销

(507)大数据与会计

(508)大数据技术(509)软件技术

(510)计算机网络技术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8105152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开发区谷苑路 522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学前教育

理工类 业余(502)大数据与会计(503)软件技术

(504)计算机网络技术

(505)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506)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07)新能源汽车技术

(508)机电一体化技术

(509)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510)建筑工程技术(511)学前教育

艺术（理） 业余(512)广告艺术设计

13037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45-2775108

地址：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河西怀化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处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大数据与会计

(502)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理工类 业余(503)畜牧兽医

13038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0-8677528

地址：岳阳职业技术学院东院学院路郭镇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旅游管理(502)港口物流管理

(503)市场营销(504)大数据与会计

(505)康复治疗技术

(506)医学美容技术

(507)医学检验技术

(508)药学(509)护理

(510)临床医学(511)软件技术

(512)计算机网络技术

(513)应用电子技术

(514)机电一体化技术(515)畜牧兽医

13039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6-7226646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人民路 4253号（常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学院办公

楼207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电子商务(502)大数据与会计

(503)健康管理(504)医学检验技术

(505)中药学(506)药学(507)助产

(508)护理(509)临床医学(510)软件技术

(511)计算机网络技术

(512)药品生产技术

(513)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514)机电一体化技术

(515)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516)工程造价(517)建筑工程技术

(518)畜牧兽医(519)园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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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类 业余(501)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502)旅游管理(503)现代物流管理

(504)电子商务(505)市场营销

(506)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507)金融服务与管理

(508)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509)移动应用开发

(510)软件技术(511)计算机网络技术

(512)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13)民航运输服务

(514)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515)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516)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517)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518)数控技术(519)建设工程管理

(520)工程造价(521)建筑消防技术

(522)建筑工程技术

(523)建筑室内设计(524)人力资源管理

(525)学前教育

艺术（理） 业余(526)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3042 潇湘职业学院 电话 0738-8627819

地址：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潇湘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502)旅游管理

(503)现代物流管理(504)电子商务

(505)市场营销(506)大数据与会计

(507)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508)现代物业管理

外语（文） 业余(509)商务英语

艺术（文） 业余(510)广告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511)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512)旅游管理(513)现代物流管理

(514)电子商务(515)市场营销

(516)大数据与会计

(517)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518)软件技术(519)计算机网络技术

(520)计算机应用技术

(521)应用电子技术

(522)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523)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524)机电一体化技术

(525)模具设计与制造

(526)数控技术(527)现代物业管理

(528)建筑工程技术

外语（理） 业余(529)商务英语

艺术（理） 业余(530)广告艺术设计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22537643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云龙职教城盘龙路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大数据与会计

理工类 业余(502)分析检验技术

(503)应用化工技术

(504)电气自动化技术

(505)机电一体化技术

13044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2920882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春路 311 号 4 楼 415 室

高职（专科）

理工类 函授(501)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502)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503)现代物业管理

(504)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505)给排水工程技术

(506)市政工程技术

(507)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508)建设工程管理(509)工程造价

(510)工业设备安装工程技术

(511)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512)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513)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514)建筑工程技术(515)城乡规划

(516)建筑室内设计

(517)风景园林设计

(518)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19)建筑设计

(520)建筑材料工程技术

13045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0-3066601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新开镇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石油化工技术

13804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电话 0730-8294198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学院路

高职（专科）

艺术（理） 业余(501)服装与服饰设计(502)艺术设计

13806 长沙师范学院 电话 0731-84036979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星沙特立路 9 号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业余(101)英语

理工类 函授(102)数学与应用数学

教育学类 函授(103)小学教育(104)学前教育

13807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4-842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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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物流管理(502)物流工程技术

(503)电子商务(504)市场营销

(505)工商企业管理(506)会计信息管理

(507)大数据与会计

(508)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509)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理工类 业余(510)工程物流管理(511)物流工程技术

(512)电子商务(513)市场营销

(514)工商企业管理(515)会计信息管理

(516)大数据与会计

(517)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518)云计算技术应用(519)软件技术

(520)计算机应用技术

(521)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522)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523)新能源汽车技术

(524)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525)电气自动化技术

(526)工业机器人技术

(527)模具设计与制造

(528)数控技术(529)机械设计与制造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7-4625666

地址：益阳市资阳区迎风桥镇新塘村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502)移动商务(503)电子商务

(504)大数据与会计

(505)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506)建设工程管理

(507)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艺术（文） 业余(508)环境艺术设计

理工类 业余(509)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510)移动商务(511)电子商务

(512)大数据与会计

(513)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514)计算机网络技术

(515)粮食储运与质量安全

(516)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517)机电一体化技术

(518)模具设计与制造

(519)建设工程管理

(520)畜牧兽医(521)园林技术

(522)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艺术（理） 业余(5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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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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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104)视觉传达设计

理工类 函授(105)物联网工程(106)汽车服务工程

(107)机械电子工程

(108)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9)酒店管理(110)电子商务

(111)物流管理(112)行政管理

(113)财务管理

农学类 函授(114)园林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酒店管理(402)电子商务

(403)物流管理(404)行政管理

(405)财务管理

外语（文） 业余(406)英语

艺术（文） 业余(407)环境设计

理工类 函授(408)酒店管理(409)电子商务

(410)物流管理(411)行政管理

(412)财务管理(413)园林

(414)汽车服务工程

(415)机械电子工程

(416)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外语（理） 业余(417)英语

艺术（理） 业余(418)环境设计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市场营销(502)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503)机电设备技术

(504)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05)行政管理

艺术（文） 业余(506)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理工类 函授(507)市场营销(508)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509)计算机应用技术

(510)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511)机电设备技术

(512)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13)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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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4-8815005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呆鹰岭解放西路 430 号

专升本

理工类 函授(101)交通工程(102)电子信息工程

(103)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4)能源与动力工程

(105)车辆工程(106)机械电子工程

(107)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经济管理类 函授(108)电子商务(109)物流工程

(110)财务管理(111)国际经济与贸易

医学类 业余(112)护理学

高中起点本科

文史类 函授(401)电子商务(402)财务管理

文史类 业余(403)护理学

文史类 函授(404)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工类 函授(405)电子商务(406)物流工程

(407)财务管理

理工类 业余(408)护理学

理工类 函授(409)交通工程(410)电子信息工程

(411)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12)能源与动力工程(413)机械电子工程

(41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15)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职（专科）

文史类 函授(501)工商企业管理

(502)国际经济与贸易

(503)大数据与会计

(504)动漫制作技术

(505)空中乘务

外语（文） 业余(506)商务英语

理工类 函授(507)工商企业管理(508)国际经济与贸易

(509)大数据与会计

理工类 业余(510)护理

理工类 函授(511)动漫制作技术(512)计算机应用技术

(513)电子信息工程技术(514)空中乘务

(515)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516)铁道供电技术

(517)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518)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519)电气自动化技术

(520)机械设计与制造

(521)建筑工程技术

外语（理） 业余(522)商务英语

13939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84081651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经开区东四路 20 号星沙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大数据与会计(502)财富管理

(503)资产评估与管理(504)大数据技术

(505)工程造价

理工类 业余(506)大数据与会计(507)财富管理

(508)资产评估与管理(509)大数据技术

(510)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511)机电一体化技术

(512)水土保持技术(513)水利工程

(514)工程造价(515)建筑工程技术

(516)供用电技术

(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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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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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应用技术

(503)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504)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技术

(505)工程造价(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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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株洲市云龙示范区智慧路 1 号

高职（专科）

理工类 业余(50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502)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503)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504)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505)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506)铁道车辆技术(507)铁道工程技术

(508)电气自动化技术(509)机械设计与制造

14071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 0731-52810233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 2 号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电子商务(502)大数据与会计

(503)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理工类 业余(504)电气自动化技术

(505)机电一体化技术

(506)电梯工程技术

(507)新能源装备技术

(508)电机与电器技术(509)数控技术

(510)机械设计与制造

(511)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14072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电话 0731-88204788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丁字湾街道京阳大道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文史类 业余(501)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502)市场营销

(503)国际经济与贸易(504)大数据与会计

(505)人力资源管理(506)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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