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次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科类 学制 类别 计划数

040107 小学教育(小学全科教师) 文史 四年 师范类 87

040107 小学教育(小学全科教师) 理工 四年 师范类 87

050101 汉语言文学(初中一专多能教师) 文史 四年 师范类 36

050101 汉语言文学(兼修音乐学)(初中一专多能教师) 文史 四年 师范类 18

050201 英语(初中一专多能教师) 文史 四年 师范类 25

060101 历史学(初中一专多能教师) 文史 四年 师范类 26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初中一专多能教师) 理工 四年 师范类 45

324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文史 四年 师范类 30

050201 英语 文史 四年 师范类 20

050201 英语 理工 四年 师范类 20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工 四年 师范类 40

110

050201 英语 文史 四年 师范类 15

050201 英语 理工 四年 师范类 5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工 四年 师范类 20

40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文史 四年 师范类 78

050201 英语 文史 四年 师范类 40

050201 英语 理工 四年 师范类 35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工 四年 师范类 15

168

040201 体育教育 体育 四年 师范类 65

040201 体育教育(校园足球人才) 体育 四年 师范类 20

130202 音乐学 艺术 四年 师范类 35

130205 舞蹈学 艺术 四年 师范类 20

130205 舞蹈学(体育舞蹈方向) 艺术 四年 师范类 35

130401 美术学 艺术 四年 师范类 40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 四年 普通类 130

130503 环境设计 艺术 四年 普通类 50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艺术 四年 普通类 80

475

040106 学前教育 三校(教育类) 四年 师范类 40

082708 烹饪与营养教育 三校(烹饪类) 四年 普通类 100

090102 园艺 三校(农林类) 四年 普通类 85

130205 舞蹈学(体育舞蹈方向) 三校(体育舞蹈类) 四年 师范类 5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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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05 金融数学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45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史 四年 普通类 25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50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文史 四年 师范类 25

040106 学前教育 文史 四年 师范类 60

040106 学前教育 理工 四年 师范类 42

040107 小学教育 文史 四年 师范类 4

040107 小学教育 理工 四年 师范类 5

040108 特殊教育 文史 四年 师范类 12

040108 特殊教育 理工 四年 师范类 15

050220 泰语 文史 四年 普通类 25

050220 泰语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15

050302 广播电视学 文史 四年 普通类 20

050302 广播电视学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23

060101 历史学 文史 四年 师范类 13

070201 物理学 理工 四年 师范类 147

070301 化学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75

071001 生物科学 理工 四年 师范类 75

071202 应用统计学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42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40

080213 智能制造工程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40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72

080703 通信工程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40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77

080902 软件工程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97

080905 物联网工程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40

081001 土木工程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87

081101 水利水电工程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37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80

082708 烹饪与营养教育 文史 四年 普通类 6

082708 烹饪与营养教育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6

082801 建筑学 理工 五年 普通类 40

090102 园艺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22

090103 植物保护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105

090401 动物医学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34

100201 临床医学 理工 五年 普通类 45

100701 药学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37

101001 医学检验技术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38

101101 护理学 文史 四年 普通类 30

101101 护理学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64

120105 工程造价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37

120201 工商管理 文史 四年 普通类 21

120201 工商管理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50

120203 会计学 文史 四年 普通类 18

120203 会计学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50

120204 财务管理 文史 四年 普通类 19

120204 财务管理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50

120901 旅游管理 文史 四年 普通类 25

120901 旅游管理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25

120902 酒店管理 文史 四年 普通类 40

120902 酒店管理 理工 四年 普通类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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