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0059 中国民航大学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059 中国民航大学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059 中国民航大学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059 中国民航大学 50040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不提科目要求
10059 中国民航大学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直升机 不提科目要求
10059 中国民航大学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0059 中国民航大学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0065 天津师范大学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065 天津师范大学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065 天津师范大学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129 内蒙古农业大学 410303 畜牧兽医
运动马驯养
与管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0164 沈阳医学院 520201 护理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164 沈阳医学院 520202 助产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164 沈阳医学院 520301 药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164 沈阳医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164 沈阳医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164 沈阳医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184 延边大学 520201 护理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184 延边大学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188 东北电力大学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188 东北电力大学 430107 输配电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188 东北电力大学 430108 供用电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188 东北电力大学 430205 发电运行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188 东北电力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190 长春工业大学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190 长春工业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190 长春工业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190 长春工业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190 长春工业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190 长春工业大学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190 长春工业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190 长春工业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190 长春工业大学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192 吉林化工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0192 吉林化工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192 吉林化工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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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2 吉林化工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192 吉林化工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0206 白城师范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206 白城师范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206 白城师范学院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206 白城师范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208 吉林体育学院 570303 运动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0208 吉林体育学院 570304 民族传统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208 吉林体育学院 570305 运动防护 不提科目要求
10208 吉林体育学院 570306 体育保健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0208 吉林体育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208 吉林体育学院 570313 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208 吉林体育学院 570314 冰雪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208 吉林体育学院 570316 体育艺术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0208 吉林体育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081 华北理工大学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081 华北理工大学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081 华北理工大学 430202 城市热能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081 华北理工大学 430401 钢铁智能冶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081 华北理工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081 华北理工大学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081 华北理工大学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0081 华北理工大学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081 华北理工大学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081 华北理工大学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081 华北理工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081 华北理工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081 华北理工大学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420405 油田化学应用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420406 石油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430108 供用电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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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470203 精细化工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0220 东北石油大学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442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442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442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442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442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442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442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442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463 河南工业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463 河南工业大学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463 河南工业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463 河南工业大学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518 汉江师范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18 汉江师范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18 汉江师范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518 汉江师范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518 汉江师范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518 汉江师范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518 汉江师范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518 汉江师范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518 汉江师范学院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518 汉江师范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518 汉江师范学院 570107 小学科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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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8 汉江师范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518 汉江师范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518 汉江师范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518 汉江师范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518 汉江师范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55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430601 材料工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594 广西科技大学 520101 临床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0594 广西科技大学 520102 口腔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0594 广西科技大学 520201 护理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594 广西科技大学 520202 助产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594 广西科技大学 520301 药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0594 广西科技大学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0594 广西科技大学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594 广西科技大学 520703 预防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20104 矿产地质勘查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20205 岩土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20601 矿山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20602 矿物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30501 有色金属智能冶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30502 金属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4040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第 4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480202 包装策划与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596 桂林理工大学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603 南宁师范大学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624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624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50040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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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4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3 昭通学院 470103 农业生物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3 昭通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3 昭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3 昭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3 昭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683 昭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683 昭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683 昭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683 昭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0683 昭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683 昭通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683 昭通学院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3 昭通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683 昭通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683 昭通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683 昭通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683 昭通学院 570111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思想政治(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5 普洱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5 普洱学院 410107 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5 普洱学院 410118 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5 普洱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物理,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5 普洱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5 普洱学院 440603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5 普洱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5 普洱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5 普洱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5 普洱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685 普洱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685 普洱学院 530401 统计与大数据分析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5 普洱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685 普洱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0685 普洱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685 普洱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5 普洱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685 普洱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思想政治,历史(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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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5 普洱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思想政治,历史(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5 普洱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
报考)

10685 普洱学院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5 普洱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685 普洱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685 普洱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685 普洱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685 普洱学院 570111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思想政治,历史(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685 普洱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685 普洱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685 普洱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685 普洱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
报考)

10732 兰州交通大学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732 兰州交通大学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732 兰州交通大学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732 兰州交通大学 500104 铁道养路机械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732 兰州交通大学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732 兰州交通大学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732 兰州交通大学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732 兰州交通大学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732 兰州交通大学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732 兰州交通大学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732 兰州交通大学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732 兰州交通大学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25 齐鲁医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25 齐鲁医药学院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25 齐鲁医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825 齐鲁医药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825 齐鲁医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25 齐鲁医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825 齐鲁医药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0825 齐鲁医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825 齐鲁医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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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5 齐鲁医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25 齐鲁医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25 齐鲁医药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网络规划与
设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网络互动媒
体开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云应用开发
与管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大数据应用
开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移动与人工
智能应用开
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软件开发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企业信息化
管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H 康复治疗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20603 言语听觉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20804 心理咨询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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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韩语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英语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90201 民政服务与管理
社会组织服
务与管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90201 民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90304 婚庆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90305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90306 殡葬设备维护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90307 陵园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6 工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12 增材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18 机械装备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19 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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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3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11 工业互联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21 包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832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2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0832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2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30306 节电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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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40202 智慧城市管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60112 增材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60205 制冷与空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80202 包装策划与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80407 现代家用纺织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80411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490209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10109 智能光电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10110 光电显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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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20503 医学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83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570211 应用法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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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83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843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3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0843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3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3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0843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11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3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43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3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5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3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43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843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846 江西科技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6 江西科技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6 江西科技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6 江西科技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46 江西科技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846 江西科技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0846 江西科技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905 应急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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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47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4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303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084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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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4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084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49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民航商务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养老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多媒体广告
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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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1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H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80106 珠宝首饰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智能网联汽
车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移动互联网
应用软件开
发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助理会计师
、涉外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跨境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50123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852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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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470105 生物产品检验检疫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0858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859 天津天狮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59 天津天狮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59 天津天狮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59 天津天狮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859 天津天狮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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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阀门设计与
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汽摩零部件
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203 电机与电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80103 家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480104 鞋类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H 服装与服饰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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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文旅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086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30604 航空复合材料成型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80303 印刷数字图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1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应用电子技术、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H 软件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304 卫星通信与导航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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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410119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410201 林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410211 林业信息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420505 煤炭清洁利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420907 森林草原防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430401 钢铁智能冶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430402 智能轧钢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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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70314 冰雪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72 伊春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医学美容方
向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医学影像方
向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全科医学方
向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病理学方向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美容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3 医学生物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3H 医学生物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5 放射治疗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702 卫生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703 预防医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888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901 眼视光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27 湖北科技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27 湖北科技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咸宁市村医
项目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27 湖北科技学院 520201 护理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27 湖北科技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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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40303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60205 制冷与空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H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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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5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30601 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204 新能源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80101 化妆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80401 现代纺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80405 数字化染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80407 现代家用纺织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80411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207 智能交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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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08 公共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27 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58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480406 纺织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8 公共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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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15 家具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18 摄影与摄像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19 雕刻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20 皮具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22 陶瓷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23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25 刺绣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26 雕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27 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302 民族美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430705 装配式建筑构件智能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460302 智能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490105 酿酒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00205 道路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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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10214 工业软件开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20418 药膳与食疗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20806 生殖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50303 民族服装与饰品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70308 运动健康指导 不提科目要求
10963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2050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20503 通风技术与安全管理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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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30501 有色金属智能冶金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70205 煤化工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470210 化工装备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994 新疆工程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101 种子生产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106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航空植保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113 现代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114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117 棉花加工与经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现代马产业
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06 动物防疫与检疫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07 畜禽智能化养殖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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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50201 水利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中亚贸易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农产品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90201 民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0995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32 天津市职业大学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32 天津市职业大学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32 天津市职业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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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034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590208 知识产权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44 四平职业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44 四平职业大学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44 四平职业大学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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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6 牡丹江大学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46 牡丹江大学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30705 装配式建筑构件智能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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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40107 建筑动画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30101 财税大数据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第 31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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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50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420903 工程安全评价与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460119 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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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05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420809 水净化与安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430302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460310 工业互联网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460607 飞行器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10109 智能光电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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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50401 文化创意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60209 影视照明技术与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74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079 成都大学 440501H 工程造价(中外合作办学)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079 成都大学 550101H 艺术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079 成都大学 560202H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30104 分布式发电与智能微电网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30601 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30602 高分子材料智能制造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4040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4040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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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4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70203 精细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80202 包装策划与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80303 印刷数字图文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00207 智能交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00307 港口与航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212 区块链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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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216 密码技术应用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303 通信软件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50123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50401 文化创意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50403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60101 数字图文信息处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60105 数字出版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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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70211 应用法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70213 应用德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90206 行政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1261 吉林工商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261 吉林工商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261 吉林工商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261 吉林工商学院 530102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261 吉林工商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261 吉林工商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261 吉林工商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1261 吉林工商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261 吉林工商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1261 吉林工商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1261 吉林工商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1261 吉林工商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308 淮南联合大学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08 淮南联合大学 570102 学前教育 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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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315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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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00414 航空地面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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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335 鄂州职业大学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395 榆林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1400 西安培华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30304 氢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106 工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119 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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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460705 汽车造型与改装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30801 物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36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1439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1439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30102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30207H 国际金融(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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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30302H 大数据与会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40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441 吉林警察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1 吉林警察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41 吉林警察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441 吉林警察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441 吉林警察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30202 城市热能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40304 智能建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90103 食品营养与健康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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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00203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20415 中药制药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30102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49 黑龙江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458 上海电机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58 上海电机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58 上海电机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58 上海电机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58 上海电机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1458 上海电机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490103 食品营养与健康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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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90205 公共事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49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数字测绘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20307 无人机测绘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40302 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40305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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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安全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202 道路机械化施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203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204 道路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206 道路养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208 道路运输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专用汽车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211H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307 港口与航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30203 保险实务
保险理赔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30802H 现代物流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30810 供应链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00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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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505 九江职业大学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517 河南工程学院 480405 数字化染整技术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517 河南工程学院 510103H 应用电子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517 河南工程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517 河南工程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1517 河南工程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535 湖南工业大学 430601 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35 湖南工业大学 550122 陶瓷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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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07 小学科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11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4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1549 南宁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549 南宁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49 南宁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49 南宁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49 南宁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549 南宁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49 南宁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49 南宁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549 南宁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56 文山学院 410108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556 文山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556 文山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556 文山学院 430501 有色金属智能冶金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556 文山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556 文山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556 文山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56 文山学院 520410 中药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556 文山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556 文山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556 文山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556 文山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556 文山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632 沈阳工程学院 430101H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632 沈阳工程学院 430106H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中外合作办 ) 不提科目要求
11632 沈阳工程学院 430201H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632 沈阳工程学院 460307H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635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635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663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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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3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663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663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663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663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663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480201 包装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480202 包装策划与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480301 数字印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480302 印刷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10205 大数据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50101 艺术设计 艺术经纪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50101 艺术设计
印刷美术设
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50101H 艺术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中法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50113H 广告艺术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中美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50402 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60101 数字图文信息处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60104 出版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60104H 出版商务(中外合作办学)
文化媒介与
版权经纪中
法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60105 数字出版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60202H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中外合作办学)中法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60206H 影视动画(中外合作办学) 中法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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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60210 音像技术
影像档案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733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460309 液压与气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500402 民航通信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500414 航空地面设备维修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736 西安航空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73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73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773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4203 测绘地理信息类
工程测量技术、无
人机测绘技术、导
航与位置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4405 建设工程管理类

工程造价、建设工
程管理、现代物业
管理、建筑工程技
术、智能建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4601 机械设计制造类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模具设计与制造
、数控技术、无人
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4603 自动化类

电气自动化技术、
工业互联网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460301H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4607 汽车制造类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
销、汽车制造与试
验技术、汽车检测
与维修技术、新能
源汽车技术、汽车
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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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480303 印刷数字图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00211H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101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智能产品开发与
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大数据技术、虚拟
现实技术应用、移
动应用开发、计算
机网络技术、计算
机应用技术、数字
媒体技术、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20804 心理咨询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303 财务会计类
财富管理、大数据
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307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市场营
销、现代物流管理
、中小企业创业与
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501 艺术设计类
视觉传达设计、环
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602 广播影视类
文化创意与策划、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701 教育类
小学语文教育、小
学数学教育、小学
科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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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702 语言类
商务英语、旅游英
语、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79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798 武汉东湖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00 汉口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800 汉口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00 汉口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00 汉口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800 汉口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00 汉口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800 汉口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800 汉口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00 汉口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800 汉口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1800 汉口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18 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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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8 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818 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818 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818 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80101 化妆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03H 药物制剂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H 护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7H 医学美容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8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702 卫生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805 医学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182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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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90103 食品营养与健康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4 心理咨询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18 摄影与摄像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7 小学科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1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2 舞蹈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3 艺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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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6 心理健康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2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1828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28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30104 分布式发电与智能微电网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28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28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30106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28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30107 输配电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28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30108 供用电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28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28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30205 发电运行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28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30302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28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60204 新能源装备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28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28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31 首钢工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31 首钢工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31 首钢工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31 首钢工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31 首钢工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31 首钢工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831 首钢工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31 首钢工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31 首钢工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31 首钢工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31 首钢工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831 首钢工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31 首钢工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31 首钢工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1831 首钢工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31 首钢工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31 首钢工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33 上海杉达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33 上海杉达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第 54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1833 上海杉达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33 上海杉达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33 上海杉达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37 桂林旅游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37 桂林旅游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837 桂林旅游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37 桂林旅游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837 桂林旅游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37 桂林旅游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1837 桂林旅游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1837 桂林旅游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837 桂林旅游学院 570212 应用西班牙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837 桂林旅游学院 570214 应用泰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838 贺州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38 贺州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838 贺州学院 490103 食品营养与健康 不提科目要求
11838 贺州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38 贺州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38 贺州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38 贺州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838 贺州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838 贺州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38 贺州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1838 贺州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38 贺州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1838 贺州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1838 贺州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38 贺州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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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30403 市场调查与统计分析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41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1842 浙江树人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42 浙江树人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1842 浙江树人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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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2 浙江树人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842 浙江树人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842 浙江树人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1842 浙江树人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842 浙江树人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1842 浙江树人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涉外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社区护理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老年护理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口腔护理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涉外护理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3 针灸推拿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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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3 医学生物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702 卫生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703 预防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805 医学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901 眼视光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190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30106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30107 输配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302 热能与发电工程类

电厂化学与环保技
术、热工自动化技
术、热能动力工程
技术、核电站动力
设备运行与维护、
发电运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60204 新能源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5102 计算机类
计算机网络技术、
移动应用开发、大
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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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191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540111 智慧旅游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1959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20602 矿物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59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959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59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59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959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959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959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959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959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959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7 小学科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959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959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959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口腔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8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702 卫生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6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6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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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96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6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196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6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6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196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6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196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96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96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2 中医骨伤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5 中药制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701 公共卫生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65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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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2 中医骨伤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中医养生旅
游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中医美容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68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801 健康管理
中医健康管
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1981 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580101 治安管理 思想政治(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981 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580201 刑事科学技术 物理,思想政治(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981 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580202 网络安全与执法 物理,思想政治(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1981 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580302 政治安全保卫 思想政治(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460204 新能源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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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1999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3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3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3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3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7 智能交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3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3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3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3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3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307 港口与航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3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03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3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3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03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430110 机场电工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2 民航通信技术
通信设备维
修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2 民航通信技术
导航设备维
修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H 空中乘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民航货邮安
全检查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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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民航旅客安
全检查

不提科目要求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不提科目要求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机坪管制 不提科目要求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H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中外合作办学)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10H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中外合作办学)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11 飞机部件修理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12 通用航空器维修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13H 飞机结构修理(中外合作办学)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15 机场场务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16 通用航空航务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16 通用航空航务技术 通航管制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17 航空油料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无人机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40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无人机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205 制冷与空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90209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101 财税大数据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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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402 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4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49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49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49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49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49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49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49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49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49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40303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115 智能光电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117 内燃机制造与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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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502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503 船舶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505 船舶舾装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508 游艇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510 海洋工程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00308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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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30701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103 古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302 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40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40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503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80103 家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第 66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412 通用航空器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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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4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30603 复合材料智能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20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3 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7 飞行器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7H 飞行器维修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8 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11 导弹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2 民航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2 通用航空器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6 通用航空航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8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8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450203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
水利水电检
测技术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058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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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8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58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10401 水产养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30401 钢铁智能冶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60607 飞行器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60704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00416 通用航空航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10211 工业互联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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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590102 党务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30604 航空复合材料成型与加工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4 航空发动机装配调试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6 航空装备表面处理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8 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10 航空材料精密成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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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2 通用航空器维修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06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10305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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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119 雕刻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302 民族美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3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450201 水利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2073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450204 水利水电工程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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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078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570308 运动健康指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115 绿色食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20803 生态保护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203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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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808 采购与供应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104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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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90209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物理,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215 舞蹈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106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590103 青少年工作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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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 机械设计制造类
机械设计与制造、
数控技术、模具设
计与制造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H 机械设计与制造(中外合作办学)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 自动化类
电气自动化技术、
智能控制技术、工
业机器人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401 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7 汽车制造类
汽车电子技术、新
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702 化工技术类
应用化工技术、分
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2 药品与医疗器械类
药品生产技术、药
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 电子信息类
应用电子技术、移
动互联应用技术、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软件技术、信息安
全技术应用、云计
算技术应用、大数
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H 大数据与会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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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1 旅游类
旅游管理、酒店管
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 艺术设计类
室内艺术设计、环
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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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50209 国际标准舞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18 民办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20203 矿山地质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20302 测绘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2050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20503 通风技术与安全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20504 矿山机电与智能装备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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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22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0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品牌形象设
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30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30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230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30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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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230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306 动物防疫与检疫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智能装备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大数据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移动终端软
件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网络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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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13 艺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30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H 机械设计与制造(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203 电机与电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205 制冷与空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401 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H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1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H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中外合作办 )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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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30804 铁路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414 中药材生产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805 医学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20902 眼视光仪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6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虚拟空间设
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440202 智慧城市管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440303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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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跨境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电影衍生品
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虚拟空间设
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流行乐器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流行演唱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现代舞与街
舞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体育舞蹈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电影电视表
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50210 现代流行音乐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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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电子竞技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新媒体节目
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数字媒体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短视频创意
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影视摄影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70214 应用泰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70304 民族传统体育
舞龙舞狮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70304 民族传统体育
竞技武术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08 海口经济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1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10 工业互联网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1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1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1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1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1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1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1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1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1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1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1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1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31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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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1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24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470207 海洋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24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24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24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560309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24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6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24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640106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26 威海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326 威海职业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326 威海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26 威海职业学院 510203H 软件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26 威海职业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2326 威海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26 威海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26 威海职业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28 山东职业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470206 高分子合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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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40111 智慧旅游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2336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6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1 机械设计制造类
机械设计与制造、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336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 自动化类
工业机器人技术、
工业互联网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36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6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6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应用电子技术、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36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技术、大数据
技术、信息安全技
术应用、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36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3 财务会计类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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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6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36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36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336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36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101 种子生产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106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113 现代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115 绿色食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118 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120 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302 动物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306 动物防疫与检疫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401 水产养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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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108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118 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201 林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201 林业技术
林政资源管
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209 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211 林业信息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213 木业产品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806 生态环境修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811 智能环保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3 古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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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80103 家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0414 中药材生产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344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47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347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347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347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347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7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7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47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7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47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47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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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7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347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347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420309 导航与位置服务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420806 生态环境修复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440202 智慧城市管理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550119 雕刻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550123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349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30705 装配式建筑构件智能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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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405 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35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114 特殊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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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62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510109 智能光电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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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69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阿里云安全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阿里云计算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101 财税大数据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H 大数据与会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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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马来语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70214 应用泰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70215 应用越南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79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389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4208 环境保护类
环境工程技术、资
源综合利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89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430701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89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89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389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4603 自动化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智能控制技术、电
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89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89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89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89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5501 艺术设计类
环境艺术设计、室
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389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389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401 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40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3 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4 铁道养路机械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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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1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5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392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30804 铁路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705 农村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40109 茶艺与茶文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40110 智慧景区开发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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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工程招投标
与预决算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软件技术、大数据
技术、数字媒体技
术(视觉传达方向)
、数字媒体技术(三
维动画设计方向)、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三维动画设
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101 财税大数据应用 税务师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2 金融类
金融服务与管理(金
融管理与实务)、金
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注册会计师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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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会计电算化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5 经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商务(阿里巴巴
国际站运营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阿里巴巴国
际站运营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7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跨境电
子商务、商务数据
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高端别墅设
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商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金融法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国际经济法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书记官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律师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80403 检察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80502 民事执行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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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80505 社区矫正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08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590208 知识产权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40702 房地产智能检测与估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119 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120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205 制冷与空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10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590207 质量管理与认证 不提科目要求
12415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15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415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英俄双语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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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4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4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4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4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424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4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24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4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102 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204 钻探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205 岩土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208 环境地质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无人机测绘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6 国土空间规划与测绘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305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公路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建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3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智能硬件工
程技术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自动化控制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高级软件工
程师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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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移动应用软
件开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481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481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81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481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481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481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481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7 小学科学教育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481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1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思想政治(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481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482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420406 石油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82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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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90102 党务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48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480109 乐器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203 戏曲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207 曲艺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212 音乐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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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214 钢琴调律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215 舞蹈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490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10202H 园林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103 古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202 智慧城市管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智能建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302 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502H 建设工程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第 102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电竞数据分
析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铁路运输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90203 劳动与社会保障 不提科目要求
1249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8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8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8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8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8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8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8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7 港口与航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8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8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8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00310 集装箱运输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8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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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8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8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8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8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8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8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楼宇智能化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服务机器人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H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中德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16 密码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H 现代通信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中德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307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402 微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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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70213 应用德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499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105 煤田地质勘查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201 工程地质勘查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204 钻探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50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503 通风技术与安全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40603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70205 煤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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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10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39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4303 新能源发电工程类
光伏工程技术、风
力发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39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4601 机械设计制造类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智能焊接技术、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539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4603 自动化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39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55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401 水产养殖技术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555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555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55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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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50215 舞蹈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70303 运动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2560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航空服务与
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供应链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银行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30207H 国际金融(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税务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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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人力资源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主题乐园运
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研学旅行策
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主题乐园酒
店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形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6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562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2562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2562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2562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2562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2562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401 中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2562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2562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2562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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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2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2562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2562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703 预防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2564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564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64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64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64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64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64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64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4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4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4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60105 数字出版 不提科目要求
12564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564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2564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564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5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5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航空服务与
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5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5G软件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565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65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银行就业定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565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5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5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565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7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567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567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550203 戏曲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567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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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7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550207 曲艺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567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550211 戏曲音乐 不提科目要求
12567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550214 钢琴调律 不提科目要求
12567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5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60207 影视制片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70313 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70315 冰雪设施运维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68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460508 游艇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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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119 雕刻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123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124 玉器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126 雕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206 歌舞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209 国际标准舞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210 现代流行音乐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213 钢琴伴奏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215 舞蹈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302 民族美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402 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50403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20302 测绘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2050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煤矿管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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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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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BIM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智能制造技
术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60116 电线电缆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00207 智能交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JAVA开发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PHP网站开

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10306 通信系统运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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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跨境市场开
发与营销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1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电竞内容制
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20506 呼吸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50101H 艺术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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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50205H 戏剧影视表演(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60210 音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3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国际家政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装饰工程设
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装配化施工
方向，高本
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装配化施工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2 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智能制造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航空机电设
备维修方向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VR虚拟现实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康复护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涉外护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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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20702 卫生信息管理
病案管理与
医疗文秘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装饰艺术设
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H 应用英语(中外合作办学) 涉外服务管
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6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出境旅游计
调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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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烘焙与饮品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广告与展示
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室内与景观
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动漫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少儿美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2587 上海立达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8 公共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8 摄影与摄像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9 雕刻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20 皮具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22 陶瓷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23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24 玉器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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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88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592 辽宁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592 辽宁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都市园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商品花卉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114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201 林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规划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206 森林和草原资源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210 森林生态旅游与康养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210 森林生态旅游与康养
马术竞技与
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211 林业信息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310 动物营养与饲料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工程测量与
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20302 测绘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20806 生态环境修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30104 分布式发电与智能微电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107 建筑动画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BIM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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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水利工程造
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水利工程监
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50201 水利工程
城市水利工
程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50201 水利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50203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工程质量检
测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80103 家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人工智能应
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商业企业管
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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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70313 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90102 党务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93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儿童服务与
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3D打印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智能制造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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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电算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50118 摄影与摄像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跨境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594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运营支持与
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核保核赔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讲师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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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营销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人伤理赔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车险查勘定
损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30502H 国际商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596 保险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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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大数据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web前端开

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互联网+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注会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文旅产品开
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品牌经营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日本料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205 营养配餐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室内装饰技
术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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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新媒体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0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4040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火箭军士官
班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4040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战略支援部
队士官班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4040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1 机械设计制造类

机械设计与制造、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模具设计与制造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3 自动化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战略支援部
队士官班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火箭军士官
班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空军士官班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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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7 汽车制造类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
术、新能源汽车技
术、汽车造型与改
装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火箭军士官
班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704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460705 汽车造型与改装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102 计算机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战略支援部
队士官班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4405 建设工程管理类
工程造价、建设工
程管理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4603 自动化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智能控制技术、工
业机器人技术、电
气自动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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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4607 汽车制造类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
术、新能源汽车技
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5101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物联网应用技术
、应用电子技术、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
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技术、信息安
全技术应用、移动
应用开发、云计算
技术应用、大数据
技术、人工智能技
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5103 通信类

现代通信技术、现
代移动通信技术、
通信系统运行管理
、通信工程设计与
监理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510402 微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5303 财务会计类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大数据与会计、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5308 物流类
物流工程技术、现
代物流管理、智能
物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5602 广播影视类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616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16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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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6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16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01 林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06 森林和草原资源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10 森林生态旅游与康养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11 林业信息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13 木业产品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209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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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625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20310 空间数字建模与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6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7 输配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504 储能材料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含建筑施工
、电力建设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40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含水利、建
筑、电力、
市政工程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50101 水文与水资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50201 水利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50204 水利水电工程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50208 智能水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50301 水电站设备安装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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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00605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27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410401 水产养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410403 水族科学与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460205 制冷与空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490209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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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5 水路运输安全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6 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7 港口与航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9 船舶检验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00310 集装箱运输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9 智能光电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30806 港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62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118 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 畜牧业类

动物医学、畜牧兽
医、宠物医疗技术
、动物防疫与检疫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06 动物防疫与检疫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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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70103 农业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1 食品类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品检验检测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大数据技术、虚拟
现实技术应用、动
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2 金融类
金融服务与管理、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 财务会计类
大数据与会计、大
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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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跨境电
子商务、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0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109 茶艺与茶文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702 卫生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703 预防医学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805 医学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3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70306 体育保健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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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50401 文化创意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635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636 成都东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6 成都东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6 成都东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36 成都东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36 成都东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6 成都东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636 成都东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6 成都东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36 成都东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36 成都东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636 成都东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636 成都东软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641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41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41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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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1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41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41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41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41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104 电子产品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41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41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41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41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41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H 计算机网络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5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6 通信系统运行管理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9 电信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4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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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4603H 自动化类(中外合作办学) 电气自动化技术(招
考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470211 化工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00111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002H 道路运输类(中外合作办学)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
术(招考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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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303H 财务会计类(中外合作办学) 大数据与会计(招考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50210 现代流行音乐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701H 教育类(中外合作办学)

音乐教育(招考方
向)、美术教育(招
考方向)、学前教育
(招考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670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77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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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460205 制冷与空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460502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460509 邮轮内装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460510 海洋工程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5 水路运输安全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6 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7 港口与航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8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00309 船舶检验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00310 集装箱运输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7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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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10306 通信系统运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10402 微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8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205 制冷与空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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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80401 现代纺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80405 数字化染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80411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68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3 古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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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H 大数据与会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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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0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502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510 海洋工程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302 港口与航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480104 鞋类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480401 现代纺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480404 针织技术与针织服装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480405 数字化染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480411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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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1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590205 公共事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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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70211 应用法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570304 民族传统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440503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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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70211 应用法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70213 应用德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50215 舞蹈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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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17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420401 油气储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420404 油气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420406 石油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420905 应急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18 大庆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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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70105 生物产品检验检疫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70203 精细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19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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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3D打印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三网融合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0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3D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6 工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605 飞机机载设备装配调试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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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1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80202 包装策划与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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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60101 数字图文信息处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22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23 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 580202 网络安全与执法 不提科目要求
12723 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3 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 580402 法律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723 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101 种子生产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102 作物生产与经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106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07 畜禽智能化养殖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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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25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410101 种子生产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410111 食用菌生产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410113 现代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410114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410115 绿色食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20415 中药制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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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27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28 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8 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402 法律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728 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501 刑事执行 不提科目要求
12728 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504 司法警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28 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601 刑事侦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8 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602 司法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28 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604 司法信息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728 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605 罪犯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3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73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73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119 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3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国际物流与
报关

不提科目要求

1273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数码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3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机务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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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3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3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虚拟现实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3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银行定向班 不提科目要求
12733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智慧新零售 不提科目要求

12733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永辉店长定
向班

不提科目要求

12733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虚拟现实与
视觉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3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影视与动作
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733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红黄蓝亲子
园培育班

不提科目要求

12733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高铁与城铁
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3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空中乘务与
地勤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30602 高分子材料智能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80101 化妆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80401 现代纺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80404 针织技术与针织服装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80405 数字化染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80406 纺织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80409 现代非织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480411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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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120 皮具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50122 陶瓷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3 畜牧业类
动物医学、畜牧兽
医、现代农业技术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 机械设计制造类
数控技术、模具设
计与制造、机械装
备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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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 自动化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 汽车制造类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
术、新能源汽车技
术、智能网联汽车
技术、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汽车智
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技术、大数据
技术、信息安全技
术应用、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 旅游类
旅游管理、酒店管
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 艺术设计类

服装与服饰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广
告艺术设计、室内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37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590102 党务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10201 林业技术
景观园林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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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10201 林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花艺环境设
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10206 森林和草原资源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10208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10210 森林生态旅游与康养
高星级酒店
经营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10210 森林生态旅游与康养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10302 动物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大数据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环境污染防
治与控制管
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成本核算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食品药品检
验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智能家居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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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新媒体营销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网店运营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39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40 仙桃职业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740 仙桃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40 仙桃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40 仙桃职业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44 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44 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490105 酿酒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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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46 郑州科技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47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47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50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50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50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5 建设工程管理类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技术、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6 航空装备类

无人机应用技术、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飞行器数字化制
造技术、智能工程
机械运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 道路运输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汽车智能技术
、汽车技术服务与
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3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6 道路养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3 水上运输类

航海技术、轮机工
程技术、船舶电子
电气技术、港口与
航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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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308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4 航空运输类
空中乘务、酒店管
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3 通信类
智能交通技术、现
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8 物流类

现代物流管理、智
能物流技术、邮政
快递运营管理、采
购与供应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2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30602 高分子材料智能制造技术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30603 复合材料智能制造技术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30701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H 建筑工程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50203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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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3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50040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不提科目要求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500414 航空地面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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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809 智能物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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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20701 公共卫生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60211 录音技术与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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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90215 康复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10402 微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50402 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90201 民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90205 公共事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90304 婚庆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90305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101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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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202 水文与工程地质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5 地籍测绘与土地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50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8 环境保护类
环境监测技术、环
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9 安全类
安全技术与管理、
职业健康安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305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 建设工程管理类
工程造价、建设工
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7 汽车制造类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
术、汽车电子技术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1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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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云计算技术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3 通信类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智能互联网络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401 旅游类
旅游管理、酒店管
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61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20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610 航空材料精密成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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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63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30701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工程质量与
安全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302 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303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40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铁路工程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市政工程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安装工程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503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460204 新能源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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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66 江西工程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6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6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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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6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6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6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6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6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4601 机械设计制造类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4603 自动化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焙烤食品加
工技术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490214 医疗器械经营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地勤服务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移
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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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303 财务会计类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大数据与会计、
大数据与审计、会
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进出口关务
管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401 旅游类
旅游管理、导游、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
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501 艺术设计类
艺术设计、环境艺
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73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养老产业经
营管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20905 应急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20906 消防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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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60608 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402 民航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403 定翼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404 直升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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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411 飞机部件修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412 通用航空器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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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2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3 石家庄城市经济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3 石家庄城市经济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2783 石家庄城市经济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5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785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785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5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785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7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 机械设计制造类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数控技术、智能
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7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7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 财务会计类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7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00307 港口与航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欧美软件测
试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欧美软件外
包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30101 财税大数据应用
税务代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审计助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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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国际导游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70211 应用法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70213 应用德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88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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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89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玉环校区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中德智能制
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中德智能制
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精益制造管
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玉环校区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中德智能制
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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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玉环校区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9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3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94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2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4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4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430606 光伏材料制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440201 城乡规划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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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00404 直升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20804 心理咨询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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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50122 陶瓷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5 南昌理工学院 590205 公共事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房屋建筑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少儿艺术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景观设计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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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8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799 上海建桥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9 上海建桥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9 上海建桥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799 上海建桥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9 上海建桥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799 上海建桥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9 上海建桥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9 上海建桥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799 上海建桥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799 上海建桥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智能设备维
护与保养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10205H 大数据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大数据分析
中美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10205H 大数据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金融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跨境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40112H 会展策划与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中澳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40112H 会展策划与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少儿美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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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对外市场商
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11 应用法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12 应用西班牙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12H 应用西班牙语(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12H 应用西班牙语(中外合作办学) 中西合作旅
游管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13 应用德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环境与展示
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新媒体与平
面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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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80701 安全防范技术
集成技术与
产品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80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803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420101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不动产登记 不提科目要求
12803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3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03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5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4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3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4 道路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5 道路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7 智能交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302 港口与航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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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5 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70210 化工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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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1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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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70303 运动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2815 民办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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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4040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30102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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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30801 物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4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4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4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4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4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4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19 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20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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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70203 精细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9 智能光电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11 工业互联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402 微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7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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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30204 太阳能光热技术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30601 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20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9 液压与气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3 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4 航空发动机装配调试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7 飞行器维修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8 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10 航空材料精密成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2 通用航空器维修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4 航空地面设备维修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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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6 通用航空航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30103 政府采购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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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29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44040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00416 通用航空航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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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3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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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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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4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44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44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4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844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44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44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2844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44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4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4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4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701 邮政快递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5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7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8 网络规划与优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9 电信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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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4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6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6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6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6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520702 卫生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6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10120 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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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4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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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603 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604 航空发动机装配调试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605 飞机机载设备装配调试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404 直升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412 通用航空器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游戏软件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2849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51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51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器乐 不提科目要求
12851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声乐 不提科目要求
12851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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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63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63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10114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10120 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101 财税大数据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9 茶艺与茶文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64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轨道交通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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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轨道交通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资产评估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注册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中法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H 市场营销(中外合作办学) 中法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中美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H 电子商务(中外合作办学) 中美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中美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轨道交通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H 现代物流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中美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2 餐饮类
餐饮智能管理、西
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产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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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65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歌诗达邮轮
班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规划设计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1H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国际旅游顾
问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国际导游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4 定制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国际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国际英才班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智能化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6H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中外合作办 )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7 民宿管理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10 智慧景区开发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11 智慧旅游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茶文化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职业经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40204H 西式烹饪工艺(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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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国际旅游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70207 旅游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70212 应用西班牙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70313 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产业规划与
机构管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6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69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69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69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510216 密码技术应用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69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9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580402 法律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869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580501 刑事执行 不提科目要求
12869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580503 行政执行 不提科目要求
12869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580504 司法警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69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580505 社区矫正 不提科目要求
12869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580604 司法信息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869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580605 罪犯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69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580701 安全防范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204 信用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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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208 农村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302H 大数据与会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502H 国际商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7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80401 现代纺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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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4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550401 文化创意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BIM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H 护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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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H 室内艺术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76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82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82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2882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82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82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声乐 不提科目要求
12882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器乐 不提科目要求
12882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882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550203 戏曲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882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幼儿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2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550207 曲艺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882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550214 钢琴调律 不提科目要求
12882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5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舞台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2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5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882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2882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2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570113 艺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83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3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3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3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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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3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500203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3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83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3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3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3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83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83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83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530809 智能物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5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1 艺术设计类

视觉传达设计、环
境艺术设计、广告
艺术设计、室内艺
术设计、动漫设计
、舞台艺术设计与
制作、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85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2 表演艺术类 声乐

现代流行音乐、音
乐制作、钢琴调律
、音乐表演(声乐方
向)、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85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2 表演艺术类 器乐

现代流行音乐、音
乐制作、钢琴调律
、音乐表演(中国乐
器演奏方向)、音乐
表演(管弦打击乐器
演奏)、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85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2 表演艺术类 舞蹈
舞蹈表演、舞蹈教
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85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5602 广播影视类
戏剧影视表演、广
播影视节目制作、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885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410108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410115 绿色食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景观设计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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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宠物疾病防
治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酒店工程技
术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国际商船管
理与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web前端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数据分析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旅游电子商
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国际交流日
语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国际导游日
语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国际导游韩
语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中文导游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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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国际导游英
语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40103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40205 营养配餐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广告与影视
制作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平面设计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87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88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8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8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888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8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8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8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8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8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8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8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8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88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88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88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90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205 制冷与空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0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0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0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102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0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0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0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0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0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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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90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0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0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0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90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540111 智慧旅游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90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0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3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3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3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3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3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93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3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893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93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893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3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3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3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30102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智能财税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云财务会计
师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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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5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7 辽宁广告职业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2 增材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9 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20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8 工业自动化仪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10 工业互联网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汽车制造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汽车维修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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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8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电梯维护与
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00209 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101 财税大数据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102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工程财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企业财经管
家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新媒体运营
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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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810 供应链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40104 定制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899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90208 知识产权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01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1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01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402 法律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901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505 社区矫正 不提科目要求
12901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603 司法鉴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1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701 安全防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2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2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2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2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2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02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2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02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03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03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3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3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3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03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3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03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04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4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04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4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4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04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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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6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不提科目要求
12906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6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6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7 输配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6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6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6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205 发电运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6 哈尔滨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206 热工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40305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2H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4 铁道养路机械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H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203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105 电子产品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7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410108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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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410201 林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420907 森林草原防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08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10101 种子生产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10102 作物生产与经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10111 食用菌生产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10113 现代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10115 绿色食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10119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50201 水利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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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20415 中药制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910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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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10212 区块链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50115 家具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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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1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设计与
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网络应用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虚拟现实VR
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货代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环境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视觉传达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50214 钢琴调律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舞台灯光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50218H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中外合作办学)中日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少儿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跨境商务营
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商务与旅游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70211 应用法语 奢侈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70212 应用西班牙语
跨境商务营
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1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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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烘焙与饮品
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食品安全与
检测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490211 医用电子仪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人工智能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电子竞技与
网络直播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20201 护理 康复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20201 护理 老年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涉外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50101 艺术设计 少儿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影视化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70202 应用英语
涉外商业经
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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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70205 商务日语
进出口贸易
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70212 应用西班牙语
进出口贸易
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5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9 炎黄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9 炎黄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19 炎黄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19 炎黄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19 炎黄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20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0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430602 高分子材料智能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0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470106 绿色生物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0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0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0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0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0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20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00403 定翼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00404 直升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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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921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23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23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00403 定翼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3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101 治安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402 法律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501 刑事执行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503 行政执行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504 司法警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505 社区矫正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601 刑事侦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602 司法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603 司法鉴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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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604 司法信息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605 罪犯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80606 戒毒矫治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29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90206 行政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480105 陶瓷制造技术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19 雕刻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122 陶瓷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30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20905 应急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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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40303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120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理化测试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120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无损检测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205 制冷与空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502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 船舶管系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502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503 船舶电气工程技术
武警水兵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503 船舶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503 船舶电气工程技术
海军水兵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504 船舶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505 船舶舾装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506 船舶涂装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507 船舶通信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508 游艇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509 邮轮内装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60510 海洋工程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泳装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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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武警水兵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海军水兵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00306 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00309 船舶检验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新能源电子
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50403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12931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10108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10201 林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10210 森林生态旅游与康养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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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10211 林业信息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20806 生态环境修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40201 城乡规划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40304 智能建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50208 智能水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50401 水土保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480103 家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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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30102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40109 茶艺与茶文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50115 家具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34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209 国际标准舞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215 舞蹈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936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560209 影视照明技术与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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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480109 乐器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37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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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38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火箭军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火箭军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20701 大气科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20702 大气探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20704 雷电防护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H 计算机应用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H 软件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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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70308 运动健康指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939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70313 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5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4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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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6 道路养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7 智能交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302 港口与航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5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701 邮政快递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6 港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0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1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1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1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1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941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20101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20103 生态地质调查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20202 水文与工程地质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20305 地籍测绘与土地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20306 国土空间规划与测绘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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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20310 空间数字建模与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30501 有色金属智能冶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30505 稀土材料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40304 智能建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80101 化妆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第 225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4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30601 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30606 光伏材料制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30704 建筑材料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70203 精细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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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10305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43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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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4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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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20701 公共卫生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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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40302 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50101 水文与水资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50201 水利工程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50202 智慧水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50204 水利水电工程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50207 治河与航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50208 智能水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50403 水生态修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60205 制冷与空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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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10112 设施农业与装备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10119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10208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103 畜牧业类

中兽医、动物药学
、动物防疫与检疫
、畜禽智能化养殖
、动物营养与饲料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10302 动物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10304 中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10306 动物防疫与检疫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10307 畜禽智能化养殖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10308 特种动物养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10309H 宠物养护与驯导(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10310 动物营养与饲料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10401 水产养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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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603 自动化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智能控制技术、工
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902 药品与医疗器械类
药品生产技术、药
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490209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520415 中药制药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5303 财务会计类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5307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网络营
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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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50210 现代流行音乐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50403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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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480103 家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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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70303 运动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70306 体育保健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70310 体能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70316 体育艺术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4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102 作物生产与经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106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111 食用菌生产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113 现代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114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118 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119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201 林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204 花卉生产与花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401 水产养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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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30705 农村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2965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10102 作物生产与经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10107 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30601 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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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80101 化妆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80401 现代纺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490105 酿酒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30401 统计与大数据分析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40104 定制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40109 茶艺与茶文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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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450203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490105 酿酒技术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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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6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480103 家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游戏软件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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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201 音乐表演
声乐美声唱
法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201 音乐表演 流行演唱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201 音乐表演
声乐民族唱
法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201 音乐表演 钢琴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401 文化创意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50403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70113 艺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6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4 特种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9 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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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10 嵌入式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H 动漫制作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H 电子商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76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20302 测绘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310 工业互联网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401 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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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404 轨道交通通信信号设备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11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310 集装箱运输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5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4 电子产品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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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30804 铁路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297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90103 青少年工作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410119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470211 化工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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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40109 茶艺与茶文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79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111 食用菌生产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115 绿色食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30705 装配式建筑构件智能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303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2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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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4 电子产品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508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298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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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1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1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不提科目要求
12981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2 水电站机电设备与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2981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1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1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1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205 发电运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1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206 热工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1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302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1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2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不提科目要求
12982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430302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2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2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82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450201 水利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2982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2982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2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2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2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2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103 古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302 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303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304 智能建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305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40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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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503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603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8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420905 应急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420906 消防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20804 心理咨询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80402 法律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80501 刑事执行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80503 行政执行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80504 司法警务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80601 刑事侦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80602 司法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80603 司法鉴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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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80604 司法信息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80605 罪犯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80701 安全防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84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580703 智能安防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2990 武昌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90 武昌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90 武昌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2990 武昌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80302 印刷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80303 印刷数字图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H 国际商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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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70212 应用西班牙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003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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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50206 歌舞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4040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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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60204 新能源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00701 邮政快递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H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中外合作办 )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40107 民宿管理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50401 文化创意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420905 应急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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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H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460502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460503 船舶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00302 港口与航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00305 水路运输安全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00306 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00307 港口与航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00308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00310 集装箱运输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30805 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30809 智能物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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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480202 包装策划与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10105 电子产品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智能化工装
备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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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480202 包装策划与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480401 现代纺织技术 智能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时装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H 服装设计与工艺(中外合作办学) 时装管理中
英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480404 针织技术与针织服装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480405 数字化染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480406 纺织品设计 设计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480411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城轨通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站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ERP应用与

实施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工业大数据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H 服装与服饰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中英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H 服装与服饰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中日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软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50121 包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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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50127 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50127H 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中外合作办学)时尚传媒中
英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智慧建造技
术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4040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40503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102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汽车模具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智能管控与
运维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310 工业互联网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新零售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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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软装陈设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26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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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7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460501H 船舶工程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460508 游艇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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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8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40107 建筑动画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40202 智慧城市管理技术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40503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60103 数控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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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50118 摄影与摄像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50119 雕刻艺术设计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029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410115 绿色食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410116 农产品流通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先进制造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490215 康复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创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30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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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3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70114 特殊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30602 高分子材料智能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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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70203 精细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70209 化工智能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70210 化工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80101 化妆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90217 化妆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手机游戏开
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移动应用开
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通用软件开
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4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55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5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5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055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55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055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055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055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5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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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5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30504 储能材料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30601 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60203 电机与电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H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00605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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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10309 电信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30809 智能物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58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306 动物防疫与检疫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201 城乡规划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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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4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9 茶艺与茶文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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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60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061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1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1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1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1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61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061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061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1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1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5303 财务会计类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61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62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062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062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062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4 民办合肥滨湖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4 民办合肥滨湖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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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40110 智慧景区开发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70207 旅游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70212 应用西班牙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70213 应用德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90205 公共事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65 安徽外国语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070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70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70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70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71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71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7 汽车制造类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
术、新能源汽车技
术、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71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3 财务会计类
大数据与会计、大
数据与会计(涉外会
计方向)、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71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6 工商管理类
市场营销、连锁经
营与管理、网络营
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3073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73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73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73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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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涉外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102H 学前教育(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113 艺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商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211 应用法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212 应用西班牙语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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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213 应用德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216 应用阿拉伯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轮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074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马术运动与
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75 河北美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75 河北美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书法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089 宁夏警官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人民调解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089 宁夏警官职业学院 580501 刑事执行 不提科目要求
13089 宁夏警官职业学院 580701 安全防范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10106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20401 油气储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20402 油气地质勘探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20404 油气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20405 油田化学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80401 现代纺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80406 纺织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80410 纺织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80411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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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510307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094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104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4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490209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04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104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104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04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04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04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104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0040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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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00414 航空地面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05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40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 铁道运输类

铁道供电技术、铁
道交通运营管理、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动车组检修技术
、高速铁路施工与
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H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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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1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H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5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30101 财税大数据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30804 铁路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06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第 271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10307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0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20804 生态环境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00207 智能交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4 电子产品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5 电子产品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9 智能光电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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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304 卫星通信与导航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305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309 电信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402 微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60211 录音技术与艺术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1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90207 质量管理与认证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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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50123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13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10113 现代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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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2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9 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610 航空材料精密成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605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11 工业互联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14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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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装饰装潢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第 276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装配建筑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地产经营与
估价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建筑项目管
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智能机器人
维护与管理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梯维修技
术与管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航空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网页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建筑动漫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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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营地管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海洋乘务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12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125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50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503 通风技术与安全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504 矿山机电与智能装备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30302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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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36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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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20415 中药制药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161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201 沈阳工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201 沈阳工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01 沈阳工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01 沈阳工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01 沈阳工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01 沈阳工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201 沈阳工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01 沈阳工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01 沈阳工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201 沈阳工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01 沈阳工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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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7 大连科技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07 大连科技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07 大连科技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07 大连科技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08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208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208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208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208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208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208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208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208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530801 物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08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17 辽宁理工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217 辽宁理工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217 辽宁理工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17 辽宁理工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218 大连财经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218 大连财经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18 大连财经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18 大连财经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18 大连财经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235 武汉城市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35 武汉城市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35 武汉城市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235 武汉城市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35 武汉城市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235 武汉城市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35 武汉城市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35 武汉城市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35 武汉城市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235 武汉城市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235 武汉城市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35 武汉城市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35 武汉城市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37 武汉文理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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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7 武汉文理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37 武汉文理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237 武汉文理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237 武汉文理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37 武汉文理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237 武汉文理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237 武汉文理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237 武汉文理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237 武汉文理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237 武汉文理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240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40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40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40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40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240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240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240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40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40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40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40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242 武汉工商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242 武汉工商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42 武汉工商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42 武汉工商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42 武汉工商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242 武汉工商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242 武汉工商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245 荆州学院 420404 油气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45 荆州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45 荆州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45 荆州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245 荆州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45 荆州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45 荆州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45 荆州学院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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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5 荆州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45 荆州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45 荆州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45 荆州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45 荆州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45 荆州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245 荆州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245 荆州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250 湖北恩施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50 湖北恩施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50 湖北恩施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250 湖北恩施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50 湖北恩施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50 湖北恩施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250 湖北恩施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50 湖北恩施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250 湖北恩施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50 湖北恩施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50 湖北恩施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50 湖北恩施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253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258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58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58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258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258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58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58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58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58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258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258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58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40111 智慧旅游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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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101H 艺术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H 音乐表演(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202H 舞蹈表演(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203 戏曲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209 国际标准舞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210 现代流行音乐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214 钢琴调律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215 舞蹈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403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60210 音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70113 艺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70207 旅游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263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590105 公共关系 不提科目要求
13264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4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460502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4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264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65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5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65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265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265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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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7 建筑动画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50101 水文与水资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50201 水利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50203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50204 水利水电工程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50403 水生态修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66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80101 化妆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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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106 食品贮运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204 化学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药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药品质量检
测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207 制药设备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209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211 医用电子仪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212 医用材料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检验与注册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214 医疗器械经营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216 保健食品质量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217 化妆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490218 化妆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520415 中药制药 不提科目要求
13282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健康产品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直招士官生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直招士官生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直招士官生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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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50210 现代流行音乐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50215 舞蹈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302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590105 公共关系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30102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304 黑龙江工程学院昆仑旅游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420401 油气储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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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420406 石油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500502 管道运输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317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17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19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19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19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440302 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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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10310 动物营养与饲料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4040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6 工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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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60310 工业互联网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470207 海洋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0040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10212 区块链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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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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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30401 钢铁智能冶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30402 智能轧钢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30403 钢铁冶金设备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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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40303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337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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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3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90305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第 294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340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4405 建设工程管理类
工程造价、建设工
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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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技术、移动应
用开发、计算机应
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30102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307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跨境电
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401 旅游类

旅游管理、酒店管
理与数字化运营、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
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501 艺术设计类
广告艺术设计、人
物形象设计、数字
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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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90208 知识产权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1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4040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40503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00308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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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44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345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5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5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345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45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45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55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55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355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5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5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55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5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5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5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55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55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20808 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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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20902 眼视光仪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50111 美容美体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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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510210 嵌入式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530302H 大数据与会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390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0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390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390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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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391 河北科技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产品造型设
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2 增材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19 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20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检测技术及
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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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4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移动机器人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新媒体营销
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810 供应链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393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70304 民族传统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邮政设备维
护与管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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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701 邮政快递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702 邮政快递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703 邮政通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703 邮政通信管理
国际邮政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人工智能与
机器人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邮政信息技
术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金融信息技
术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前端开发与
测试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移动互联与
自媒体运营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5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邮政金融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邮政财务会
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直播电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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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仓储运营管
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跨境物流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397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50401 文化创意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中外土木工
程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4405 建设工程管理类
工程造价、建设工
程管理(工程咨询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工程咨询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3D设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001 铁道运输类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高速铁路客运服
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004 航空运输类

空中乘务(空乘英语
服务方向)、空中乘
务(空港英语服务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空乘英语服
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空港英语服
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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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技术、软件技
术(Android与Web
应用开发方向)、数
字媒体技术、大数
据技术、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动漫制
作技术、动漫制作
技术(三维动画设计
方向)、动漫制作技
术(影视后期处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Android与
Web应用开

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影视后期处
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三维动画设
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202 护理类 护理、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20804 心理咨询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302 金融类
财富管理、证券实
务(银行证券与保险
营销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银行证券与
保险营销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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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303 财务会计类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大数据与会计、
大数据与会计(涉外
会计方向)、大数据
与会计(注册会计师
方向)、大数据与审
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注册会计师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涉外会计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网店销售与
经营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国际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401 旅游类

导游(韩语导游)、
导游(日语导游方
向)、导游(英语导
游方向)、酒店管理
与数字化运营(涉外
酒店管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40102 导游
日语导游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40102 导游 韩语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40102 导游
英语导游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涉外酒店管
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室内外装修
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书法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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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声乐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外语播音员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电视节目策
划采编与制
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 语言类

应用法语(商务法语
方向)、应用法语
(随行翻译方向)、
应用德语(商务德语
方向)、应用韩语
(商务韩语)、应用

韩语(韩汉同声传
译)、应用外语(保
加利亚语)、商务英
语、应用英语(对外
汉语)、应用英语
(学前英语)、应用

英语(小学英语)、
应用外语(斯洛文尼
亚语)、应用外语
(波兰语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学前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对外汉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英汉同声传
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随行交替翻
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文本翻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小学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韩汉同声传
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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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商务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日汉同声传
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商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动漫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蒙汉双语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孟加拉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捷克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印尼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保加利亚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波兰语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蒙古语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罗马尼亚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意大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斯洛文尼亚
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马其顿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匈牙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塞尔维亚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波斯语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葡萄牙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印地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商务俄语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中外旅游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11 应用法语
随行翻译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11 应用法语 商务法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12 应用西班牙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13 应用德语
商务德语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14 应用泰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15 应用越南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70216 应用阿拉伯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国际法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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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2 河北外国语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英汉双语速
录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造价师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520805 医学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03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8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08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8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8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08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8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8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408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8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09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4304 黑色金属材料类
智能轧钢技术、金
属材料检测技术、
钢铁智能冶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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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9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4405 建设工程管理类
工程造价、工程造
价(全过程咨询方
向)、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09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40303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4040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建筑水暖电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建筑信息化
管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104H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军工设备维
护维修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301H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306H 电气自动化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特种车辆改
装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60703H 汽车电子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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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80104 鞋类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军旅户外服
装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服装销售与
管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417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480104 鞋类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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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418 江西服装学院 560203 数字广播电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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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50122 陶瓷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0 南昌职业大学 580402 法律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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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1 南昌工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1 南昌工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410119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430111 电力客户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430303 生物质能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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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30101 财税大数据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70111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70113 艺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4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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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50111 美容美体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25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590206 行政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113 现代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114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118 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119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307 畜禽智能化养殖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310 动物营养与饲料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401 水产养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40201 城乡规划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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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426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31 南昌交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31 南昌交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431 南昌交通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31 南昌交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431 南昌交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431 南昌交通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31 南昌交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31 南昌交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31 南昌交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31 南昌交通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31 南昌交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31 南昌交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31 南昌交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31 南昌交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31 南昌交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430601 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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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430605 非金属矿物材料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460106 工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40109 茶艺与茶文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50108 公共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50210 现代流行音乐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35 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101 种子生产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102 作物生产与经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10401 水产养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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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油电混合动
力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490209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数据通信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47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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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智能财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注册会计师 不提科目要求
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48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涉外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中医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高级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口腔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助产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美容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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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70316 体育艺术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451 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10102 作物生产与经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10113 现代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10119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智能汽车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490209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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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453 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508 郑州经贸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10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420401 油气储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10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4603 自动化类

电气自动化技术、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
术、工业自动化仪
表技术、工业机器
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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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0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4702 化工技术类

精细化工技术、煤
化工技术、应用化
工技术(化学工程与
工艺)、应用化工技
术(有机化工)、应
用化工技术(无机化
工)、应用化工技术
(公用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3510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油品分析 不提科目要求

13512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4203 测绘地理信息类

工程测量技术、测
绘地理信息技术、
无人机测绘技术、
矿山测量、导航与
位置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12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420701 大气科学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512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519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519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111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460205 制冷与空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海洋食品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00306 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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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安卓移动开
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影视传媒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市场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营销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室内环境设
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动态广告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软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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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70310 体能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3 北海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30102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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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6 桂林山水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528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8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528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528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8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8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8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28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28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28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30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533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33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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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3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440103 古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33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33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440303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33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33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533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33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33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33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33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33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10 嵌入式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307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装潢艺术设
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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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1 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7 无人机测绘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30601 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305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隧道施工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305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盾构施工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40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102H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103 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104 铁道养路机械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H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111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H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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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203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5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804 铁路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804H 铁路物流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566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807 工程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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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567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30603 复合材料智能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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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3 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7 飞行器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10 航空材料精密成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2 通用航空器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8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00103 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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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69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577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77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77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577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577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577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577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577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570214 应用泰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20401 油气储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20401 油气储运技术 城市燃气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20405 油田化学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20406 石油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30206 热工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智慧供热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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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BIM技术应

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过程装备与
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60104H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60117 内燃机制造与应用技术 新能源动力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60308 工业自动化仪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60701H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70201H 应用化工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70203 精细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70210 化工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10103H 应用电子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H 软件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新媒体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30701H 电子商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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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40112H 会展策划与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584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50119 雕刻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乐器演奏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键盘乐器演
奏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学前音乐指
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声乐演唱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3599 大连艺术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00 长春光华学院 460302 智能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0 长春光华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0 长春光华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0 长春光华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600 长春光华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00 长春光华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第 334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3604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430705 装配式建筑构件智能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4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4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4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44040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4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604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04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4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10106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20905 应急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70107 生物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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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606 长春科技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10 辽宁何氏医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10 辽宁何氏医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中医美容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610 辽宁何氏医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10 辽宁何氏医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10 辽宁何氏医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10 辽宁何氏医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23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23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23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3623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540104 定制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23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623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540111 智慧旅游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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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510307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510309 电信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627 重庆移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27 重庆移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27 重庆移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27 重庆移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28 新疆政法学院 580101 治安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28 新疆政法学院 580302 政治安全保卫 不提科目要求
13628 新疆政法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28 新疆政法学院 580402 法律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628 新疆政法学院 580501 刑事执行 不提科目要求
13628 新疆政法学院 580502 民事执行 不提科目要求
13628 新疆政法学院 580503 行政执行 不提科目要求
13628 新疆政法学院 580504 司法警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28 新疆政法学院 580505 社区矫正 不提科目要求
13628 新疆政法学院 580601 刑事侦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28 新疆政法学院 580605 罪犯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7 温州商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7 温州商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637 温州商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3637 温州商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37 温州商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637 温州商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37 温州商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37 温州商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37 温州商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637 温州商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10102 作物生产与经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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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10106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10108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10401 水产养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70103 农业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490209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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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70214 应用泰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38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570215 应用越南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10210 嵌入式技术应用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10307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30401 统计与大数据分析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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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6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68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68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440503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40110 智慧景区开发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50403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67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第 340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50401 文化创意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电子竞技解
说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70316 体育艺术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1 成都文理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672 四川工商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672 四川工商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72 四川工商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72 四川工商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72 四川工商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72 四川工商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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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72 四川工商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2 四川工商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2 四川工商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2 四川工商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672 四川工商学院 550209 国际标准舞 不提科目要求
13672 四川工商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672 四川工商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72 四川工商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0040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葡萄牙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意大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70211 应用法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70212 应用西班牙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70213 应用德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70214 应用泰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国际篮球运
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国际足球运
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7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570313 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86 武汉传媒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86 武汉传媒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686 武汉传媒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3686 武汉传媒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第 342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3686 武汉传媒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686 武汉传媒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701 邮政快递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702 邮政快递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5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9 电信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8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10114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20203 矿山地质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2050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20502 矿井建设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20503 通风技术与安全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20504 矿山机电与智能装备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20505 煤炭清洁利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20506 煤层气采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20602 矿物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20905 应急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30607 硅材料制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40605 城市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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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308 工业自动化仪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70205 煤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470211 化工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308 网络规划与优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95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696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96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696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696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3696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696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696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570207 旅游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430401 钢铁智能冶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460106 工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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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510307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00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01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1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420406 石油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1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1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01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440603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1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1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智能制造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701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1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1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1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430104 分布式发电与智能微电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客户服务营
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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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老年教育指
导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0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研学旅行与
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环境空间艺
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数字广告设
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移动互联网
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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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三维数字设
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03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706 吉林医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3706 吉林医药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3706 吉林医药学院 520201 护理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06 吉林医药学院 520301 药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06 吉林医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06 吉林医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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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与广东科技
学院三二分
段培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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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华为专才班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华为专才班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阿里巴巴专
才班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大茶园精英
班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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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28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28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8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8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8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28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28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28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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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8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728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8 葡萄酒文化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70207 旅游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729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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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104 生态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108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201 林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10209 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20804 生态环境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20907 森林草原防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80103 家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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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1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42050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420505 煤炭清洁利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3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2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4603 自动化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智能控制技术、工
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00412 通用航空器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00417 航空油料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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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技术、数字媒
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401 旅游类
旅游管理、酒店管
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6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50201 水利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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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50203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50204 水利水电工程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50208 智能水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50402 水环境智能监测与治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4 电子产品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第 355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5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36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480101 化妆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490217 化妆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520508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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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460705 汽车造型与改装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00208 道路运输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30804 铁路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3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0 通辽职业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3740 通辽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0 通辽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0 通辽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0 通辽职业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40 通辽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0 通辽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40 通辽职业学院 520404 蒙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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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40 通辽职业学院 520411 蒙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40 通辽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5 放射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805 医学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902 眼视光仪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903 视觉训练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374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1H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4 分布式发电与智能微电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6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7 输配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11 电力客户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205 发电运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302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303 生物质能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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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45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10309 电信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746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视觉传达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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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影视服装与
化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206 歌舞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208 音乐剧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209 国际标准舞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50403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高本贯通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影视特效后
期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内容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747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430601 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460116 电线电缆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480105 陶瓷制造技术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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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20 皮具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22 陶瓷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26 雕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50127 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49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52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2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01 林业技术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05 经济林培育与利用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06 森林和草原资源保护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08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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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09 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管理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10 森林生态旅游与康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11 林业信息技术应用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10213 木业产品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20806 生态环境修复技术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20907 森林草原防火技术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201 城乡规划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480103 家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102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5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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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201 城乡规划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37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30606 光伏材料制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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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40201 城乡规划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40503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50204 水利水电工程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00208 道路运输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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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50115 家具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64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景观工程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药物制剂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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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中西餐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中西点心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3765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幼儿教育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50208 音乐剧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50209 国际标准舞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50210 现代流行音乐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60214 网络直播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767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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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10307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68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775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75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75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75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2 中医骨伤 不提科目要求
13775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3775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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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软件测试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网络游戏开
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UI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移动互联网
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WEB软件设

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10 嵌入式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12 区块链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76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H 护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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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804 心理咨询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805 医学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7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80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80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80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80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80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82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82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87 永城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87 永城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87 永城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87 永城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87 永城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787 永城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87 永城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40101H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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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50105H 服装与服饰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90201 民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90206 行政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90304 婚庆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79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590305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201 林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204 花卉生产与花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210 森林生态旅游与康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212 木业智能装备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3 古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80103 家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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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40109 茶艺与茶文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70113 艺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80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90304 婚庆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04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804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508 游艇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490302 粮食储运与质量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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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705 农村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09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9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9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809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9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9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9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09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09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809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809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09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09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590206 行政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11 琼台师范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11 琼台师范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11 琼台师范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11 琼台师范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811 琼台师范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811 琼台师范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811 琼台师范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11 琼台师范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16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16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16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16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16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16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16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816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580402 法律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819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580101 治安管理 思想政治(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819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580102 道路交通管理 思想政治(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819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580104 警务指挥与战术 思想政治(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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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9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580202 网络安全与执法 思想政治(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819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580301 刑事侦查 思想政治(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819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19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580402 法律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819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580504 司法警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19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580702 安全保卫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21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821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21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3821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303 财务会计类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307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电子商
务(网站（网店）运
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网站（网
店）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501 艺术设计类
艺术设计、服装与
服饰设计、室内艺
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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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22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声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器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幼儿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50209 国际标准舞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50214 钢琴调律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50215 舞蹈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829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涉外酒店管
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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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星级酒店管
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印尼语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柬埔寨语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老挝语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缅甸语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70211 应用法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70212 应用西班牙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70214 应用泰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30 广西外国语学院 570215 应用越南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20401 油气储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2 水电站机电设备与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4 分布式发电与智能微电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6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7 输配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205 发电运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30208 电厂化学与环保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40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120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电站设备维
修与管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204 新能源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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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互联网营销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31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45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410116 农产品流通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45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845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500702 邮政快递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45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45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45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530208 农村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3845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45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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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45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45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540111 智慧旅游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845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49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49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49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849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49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49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49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49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49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49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50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850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0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0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0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480202 包装策划与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50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480302 印刷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0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0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3850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850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850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590102 党务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H 工业机器人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中乌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501H 船舶工程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中乌合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503 船舶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70202 石油炼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90106 食品贮运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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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306 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307 港口与航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308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53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40103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40108 葡萄酒文化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40110 智慧景区开发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50403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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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70207 旅游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570211 应用法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420505 煤炭清洁利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460311 计量测试与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铁道养护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10105 电子产品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10309 电信服务与管理
（客户服务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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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62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63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863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3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3 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3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863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3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63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5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3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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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67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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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68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590205 公共事务管理
人民武装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460102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3D打印技术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人工智能技
术与应用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通信工程师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电子产品研
发与设计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分析
、营销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30208 农村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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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运营管理、
电商美工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870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20810 核与辐射检测防护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5 飞机机载设备装配调试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7 飞行器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11 导弹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2 通用航空器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1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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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430606 光伏材料制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460112 增材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00207 智能交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3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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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440702 房地产智能检测与估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460302 智能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00701 邮政快递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10303 通信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70208 应用外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70211 应用法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70212 应用西班牙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70213 应用德语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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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70216 应用阿拉伯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70316 体育艺术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590205 公共事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乌拉尔学院
中外合作办
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中德诺浩新
能源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乌拉尔学院
中外合作办
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与海科“3+2”
分段培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101 财税大数据应用 税务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公司金融与
投资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乌拉尔学院
中外合作办
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与海科“3+2”
分段培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中澳班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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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注册会计师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乌拉尔学院
中外合作办
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品牌设计与
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广告设计与
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景观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与海科“3+2”
分段培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401 文化创意与策划
国际会展策
划与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7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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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490209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30101 财税大数据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50215 舞蹈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876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91 保定理工学院 420101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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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91 保定理工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891 保定理工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91 保定理工学院 530101 财税大数据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891 保定理工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91 保定理工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91 保定理工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91 保定理工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91 保定理工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91 保定理工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工程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测试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设备应
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插画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UI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家庭教育指
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营养咨询与
指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894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家政基层管
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95 燕京理工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95 燕京理工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895 燕京理工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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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95 燕京理工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95 燕京理工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895 燕京理工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95 燕京理工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95 燕京理工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895 燕京理工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95 燕京理工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95 燕京理工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899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899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440503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10307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50401 文化创意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03 成都锦城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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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50206 歌舞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09 云南工商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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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1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1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1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1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景观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1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装饰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1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绘画 不提科目要求
13911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1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1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1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1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1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1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8 摄影与摄像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1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21 包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1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3911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2050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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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20504 矿山机电与智能装备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20505 煤炭清洁利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40603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模具应用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智能电子技
术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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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文化艺术管
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50211 戏曲音乐 不提科目要求
13913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10112 设施农业与装备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60607 飞行器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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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14 工业软件开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303 通信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10306 通信系统运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16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7 松原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7 松原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7 松原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42050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420505 煤炭清洁利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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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570303 运动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3918 七台河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480103 家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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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70214 应用泰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0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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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8 公共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9 雕刻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20 皮具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21 包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22 陶瓷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23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25 刺绣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92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303 民族服装与饰品 不提科目要求
13922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2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2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922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2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2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2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2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2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2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922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建筑数字化
(BIM)软件二

次开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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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智能装备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智能芯片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智能软件开
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Android(安
卓)应用软件
开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Web前端开

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Java应用软

件开发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软件测试技
术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游戏美工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数字影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三维动画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5G智能网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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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战略支援部
队士官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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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火箭军士官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603 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604 航空发动机装配调试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607 飞行器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610 航空材料精密成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战略支援部
队士官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火箭军士官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海军士官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704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705 汽车造型与改装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00207 智能交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火箭军士官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战略支援部
队士官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火箭军士
官，女生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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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战略支援部
队士官，女
生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3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2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942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2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2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2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301 电力技术类
供用电技术、电气
自动化技术、铁道
供电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 铁道运输类

铁道车辆技术、动
车组检修技术、铁
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城市轨道车辆应
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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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401 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404 轨道交通通信信号设备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405 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H 铁道工程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H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6H 铁道车辆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H 铁道供电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驾驶与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11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行车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H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5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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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30804 铁路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5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480101 化妆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4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4040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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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104 电子产品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4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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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00412 通用航空器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4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57 辽宁传媒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57 辽宁传媒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57 辽宁传媒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57 辽宁传媒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57 辽宁传媒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数字动画设
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57 辽宁传媒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57 辽宁传媒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460204 新能源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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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00308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10303 通信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20903 视觉训练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30806 港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幼儿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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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1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440101H 建筑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440106H 建筑室内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460301H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460303H 智能控制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10203H 软件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10205H 大数据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10206H 云计算技术应用(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10207H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10215H 动漫制作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20802H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中外合作办 )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30207H 国际金融(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30302H 大数据与会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30501H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30601H 工商企业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30605H 市场营销(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30701H 电子商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30802H 现代物流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40101H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40106H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中外合作办 )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50103H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50113H 广告艺术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2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570201H 商务英语(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6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6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6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966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6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6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6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66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440107 建筑动画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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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4603 自动化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4607 汽车制造类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
术、新能源汽车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101 电子信息类
物联网应用技术、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技术、云计算
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306 工商管理类
工商企业管理、连
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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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401 旅游类
旅游管理、酒店管
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405 建设工程管理类
工程造价、建设工
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7 汽车制造类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
术、新能源汽车技
术、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计算机网络技术、
大数据技术、软件
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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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3 财务会计类
大数据与会计、大
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809 智能物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401 旅游类
旅游管理、酒店管
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903 公共服务类
社区康复、智慧健
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虚拟现实VR
方向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10 嵌入式技术应用
创客机器人
方向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23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综合文科教
育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7 小学科学教育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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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4 特殊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7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103 青少年工作与管理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410107 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460203 电机与电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40109 茶艺与茶文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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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3977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95 青岛工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95 青岛工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95 青岛工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95 青岛工学院 510402 微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95 青岛工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95 青岛工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3995 青岛工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95 青岛工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95 青岛工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995 青岛工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95 青岛工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399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9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399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399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9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399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399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9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9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9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9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9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399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399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99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3999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3999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3999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02 烟台科技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002 烟台科技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2 烟台科技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2 烟台科技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2 烟台科技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2 烟台科技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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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2 烟台科技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2 烟台科技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02 烟台科技学院 540108 葡萄酒文化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02 烟台科技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2 烟台科技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2 烟台科技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2 烟台科技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002 烟台科技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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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05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雕塑艺术设
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绘画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书法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108 公共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建筑装饰设
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声乐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器乐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音乐剧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音乐舞蹈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流行歌舞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203 戏曲表演 川剧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203 戏曲表演 川剧音乐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402 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403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50407 图书档案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007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4008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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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8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08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08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008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08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08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2 中医骨伤 不提科目要求
14008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4008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08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8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8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07 制药设备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14 医疗器械经营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H 护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8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805 医学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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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3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13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13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13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13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13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3 针灸推拿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13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13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13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13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8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13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13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703 预防医学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10108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
报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
报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2 中医骨伤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3 针灸推拿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
报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
报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
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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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
报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8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701 公共卫生管理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702 卫生信息管理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703 预防医学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801 健康管理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
报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
报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805 医学营养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
报考)

14014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806 生殖健康管理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
报考)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10105 园艺技术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30108 供用电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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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6 歌舞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7 小学科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1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思想政治(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303 运动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306 体育保健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15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4017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17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17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17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17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17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017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17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17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4017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17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17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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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7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H 护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2 中医骨伤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804 心理咨询 不提科目要求
140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无人机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30202 城市热能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30202 城市热能应用技术 新能源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40202 智慧城市管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4040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造
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建筑工程管
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建筑工程监
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40603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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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建筑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0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70105 生物产品检验检疫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食品分析与
检测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04 化学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药品质量检
测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07 制药设备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11 医用电子仪器技术 医用材料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0414 中药材生产与加工
中药炮制与
配制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0415 中药制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0503 医学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1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医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460120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无损检测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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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460205 制冷与空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460502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460507 船舶通信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460508 游艇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00207 智能交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00305 水路运输安全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00306 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00307 港口与航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00308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00309 船舶检验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00310 集装箱运输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邮轮营销与
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22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邮轮烹饪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302 测绘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50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601 矿山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民爆工程安
全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轨道交通安
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注册安全工
程师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903 工程安全评价与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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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904 安全智能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905 应急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906 消防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908 职业健康安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工程质量与
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70213 烟花爆竹技术与管理
电子燃放技
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70213 烟花爆竹技术与管理
电视电影特
效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70213 烟花爆竹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企业电子商
务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高级软件开
发工程师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2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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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陶瓷艺术设
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平面广告设
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室内设计与
装潢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26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 570214 应用泰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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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互联网保险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云财务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云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街舞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50209 国际标准舞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网络与新媒
体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学前英语教
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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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8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44040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440503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212 区块链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303 通信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305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306 通信系统运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307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0402 微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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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31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1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31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31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1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31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1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31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1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031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031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540205 营养配餐 不提科目要求
14031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1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410108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490216 保健食品质量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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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20701 公共卫生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20702 卫生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20805 医学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035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35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35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35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35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510203H 软件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440103 古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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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50115 家具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50122 陶瓷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60203 数字广播电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43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420101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430305 工业节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440201 城乡规划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第 429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20804 心理咨询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70303 运动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45 绵阳城市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052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2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2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401 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052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402 高速铁路动车组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052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2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052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2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2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2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2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4052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5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90301 粮食工程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90302 粮食储运与质量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103 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104 铁道养路机械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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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111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00605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3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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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5 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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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58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前端开发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程序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游戏开发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智慧康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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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旅游电子商
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VR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新媒体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5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20809 水净化与安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30104 分布式发电与智能微电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30106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30107 输配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30205 发电运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30303 生物质能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50301 水电站设备安装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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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500203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1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10310 动物营养与饲料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10401 水产养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80101 化妆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90103 食品营养与健康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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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10210 嵌入式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40109 茶艺与茶文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50401 文化创意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460704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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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0040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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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20204 钻探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30307 新能源材料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30705 装配式建筑构件智能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人工智能AI
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智能编程与
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60402 高速铁路动车组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490212 医用材料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00702 邮政快递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网络攻击与
防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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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电子政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10303 通信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涉外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20418 药膳与食疗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20903 视觉训练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财务数据分
析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平面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互联网产品
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50301 民族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第 439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网络主播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70306 体育保健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70310 体能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440202 智慧城市管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30101 财税大数据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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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50124 玉器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73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7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07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7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生物,历史(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7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历史,地理(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7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590203 劳动与社会保障 不提科目要求
1407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590205 公共事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590209 职业指导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思想政治,历史(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7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飞机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机器人焊接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20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无损检测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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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305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76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81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1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1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1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81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81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1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410102 作物生产与经营管理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410119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
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410201 林业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410203 草业技术
物理,生物,地理(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第 442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410306 动物防疫与检疫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物理,地理(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物理,地理(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物理,化学,思想政治(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
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物理,思想政治(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物理,思想政治(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
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540102 导游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
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思想政治,历史(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思想政治,历史(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思想政治,历史(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85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物理,思想政治(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440107 建筑动画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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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40110 智慧景区开发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123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401 文化创意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402 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403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60101 数字图文信息处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60203 数字广播电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60214 网络直播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90204 网络舆情监测 不提科目要求
1408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90304 婚庆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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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8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茶企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50117H 人物形象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影视动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影视后期制
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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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新媒体技术
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9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410115 绿色食品生产技术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40103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07 小学科学教育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11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思想政治(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208 应用外语 缅甸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214 应用泰语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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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590205 公共事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14 钢琴调律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1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2 舞蹈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4 特殊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095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12 医用材料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16 保健食品质量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90218 化妆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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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418 药膳与食疗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701 公共卫生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806 生殖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902 眼视光仪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096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20903 视觉训练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105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05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105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05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4105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05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5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5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5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5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05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05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4105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105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05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05 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106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420104 矿产地质勘查 不提科目要求
14106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4106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420201 工程地质勘查 不提科目要求
14106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6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施工信息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106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6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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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6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6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6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6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6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6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07 白城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07 白城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07 白城职业技术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07 白城职业技术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07 白城职业技术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07 白城职业技术学院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20804 心理咨询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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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70303 运动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70313 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08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50401 文化创意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70107 小学科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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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70113 艺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70116 心理健康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0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460605 飞机机载设备装配调试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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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1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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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2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480202 包装策划与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480302 印刷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480303 印刷数字图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酒业营销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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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UI设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15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414 中药材生产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508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702 卫生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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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7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570305 运动防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建筑室内装
饰工程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480201 包装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480301 数字印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480302 印刷媒体技术 3D印刷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480302 印刷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480303 印刷数字图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机场客运管
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机场安检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互联网+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老年护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涉外护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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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母婴护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50121 包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50121 包装艺术设计 3D广告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2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570212 应用西班牙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420101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430701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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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70113 艺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27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460204 新能源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440103 古建筑工程技术 彩绘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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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00111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20506 呼吸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第 458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50123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225 河北东方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6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42050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6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6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226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6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6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6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6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6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6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115 智能光电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203 电机与电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204 新能源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503 船舶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第 459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30806 港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7 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204 新能源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209 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汽车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701 邮政快递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102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50401 文化创意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50402 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50406 文物展示利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8 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460510 海洋工程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490215 康复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第 460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70306 体育保健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231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480101 化妆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480104 鞋类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480404 针织技术与针织服装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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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50127 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2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3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410114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不提科目要求
14233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3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3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3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490106 食品贮运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33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500209 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3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3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3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33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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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注册会计师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奢侈品经营
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游艇服务与
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高铁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旅游电子商
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网络视频制
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4236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590102 党务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20601 矿山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30401 钢铁智能冶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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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30402 智能轧钢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30501 有色金属智能冶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30504 储能材料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30601 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1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40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智能家居工
程师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BIM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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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航拍航测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编程与集群
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检测与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80303 印刷数字图文技术 短视频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80303 印刷数字图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480303 印刷数字图文技术 新媒体直播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00404 直升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0040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新能源汽车
电子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5G通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网络建设与
运维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网络运维管
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电子商务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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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客户管理与
数据分析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集成与运维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全息影像工
程师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动漫影视后
期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游戏特效工
程师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母婴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中医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婴幼儿康复
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管理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新媒体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网店运营管
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高级网站运
营工程师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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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室内景观装
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50210 现代流行音乐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243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480202 包装策划与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480302 印刷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10204H 数字媒体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10210 嵌入式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30102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30809 智能物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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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40110 智慧景区开发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60101 数字图文信息处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7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4247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7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47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47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7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47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410204 花卉生产与花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430705 装配式建筑构件智能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460302 智能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460402 高速铁路动车组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480109 乐器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00111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00702 邮政快递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10303 通信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10308 网络规划与优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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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30804 铁路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215 舞蹈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50403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80703 智能安防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590102 党务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30101 财税大数据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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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62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火箭军士官
班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401 建筑设计类
建筑设计、建筑室
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403 土建施工类
建筑工程技术、土
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405 建设工程管理类
工程造价、建设工
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603 自动化类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607 汽车制造类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
术、新能源汽车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火箭军士官
班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490211 医用电子仪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第 470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1 铁道运输类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
护、动车组检修技
术、铁道信号自动
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203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207 智能交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209 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303 财务会计类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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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410107 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410115 绿色食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410120 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40109 茶艺与茶文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6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18 摄影与摄像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6 歌舞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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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4 特殊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71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303 社区康复
儿童康复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272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272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72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72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72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72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272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72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72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4272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72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72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72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72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72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520702 卫生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72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1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81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81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1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281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81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1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1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1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1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1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3 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283 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85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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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85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5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85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85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5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285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5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85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30401 钢铁智能冶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30402 智能轧钢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120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309 液压与气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6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302 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303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304 智能建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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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305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40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8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医药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490215 康复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490216 保健食品质量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眼科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口腔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满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414 中药材生产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415 中药制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503 医学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中医美容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第 475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508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儿童康复治
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805 医学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医药物流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89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40604 市政管网智能检测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H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00209 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10303 通信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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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60106 数字媒体设备应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70310 体能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4291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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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3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470105 生物产品检验检疫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10210 嵌入式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10309 电信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10402 微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30102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30808 采购与供应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50108 公共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60105 数字出版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295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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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704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80702 安全保卫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8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90102 党务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299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99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9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99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299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299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9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9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9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9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99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99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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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40205 营养配餐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05 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70203 精细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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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90204 化学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490217 化妆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20415 中药制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307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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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203 戏曲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207 曲艺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209 国际标准舞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210 现代流行音乐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211 戏曲音乐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220 现代魔术设计与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50402 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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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60209 影视照明技术与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60211 录音技术与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4308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135 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7 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7 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37 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7 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37 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7 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7 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7 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7 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7 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7 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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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7 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鉴定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玉雕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430106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焙烤食品加
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00405 空中乘务 航空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现代安防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网络构建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移动应用软
件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西餐烹调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中餐烹调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第 484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8 新疆职业大学 590401 现代文秘 涉外秘书 不提科目要求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20602 康复辅助器具技术
假肢与矫形
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20602 康复辅助器具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90106 公益慈善事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90201 民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婴幼儿照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90304 婚庆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90305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39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90307 陵园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国画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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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书画鉴定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4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570113 艺术教育 书法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58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58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58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58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158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58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58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8 药膳与食疗 不提科目要求
14158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58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58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58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58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702 卫生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58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903 视觉训练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158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70308 运动健康指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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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50108 公共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70206 应用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70212 应用西班牙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30104 分布式发电与智能微电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光伏发电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30302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30307 新能源材料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30606 光伏材料制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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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3D打印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60204 新能源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60302 智能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10402 微电子技术
芯片设计与
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30403 市场调查与统计分析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6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410118 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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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10210 嵌入式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67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30601 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30705 装配式建筑构件智能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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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205 制冷与空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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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50303 民族服装与饰品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10304 卫星通信与导航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71 梧州职业学院 570304 民族传统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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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00305 水路运输安全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20201 护理
口腔护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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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文化传播与
设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新媒体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2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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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30809 智能物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40202 智慧城市管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60704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80108 皮具制作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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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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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70102H 学前教育(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90102 党务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5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440303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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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移动互联网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电子理财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注册会计师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90102 党务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177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460302 智能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460504 船舶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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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50206 歌舞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70112 舞蹈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78 佳木斯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40103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40106H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中外合作办 )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40107 民宿管理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40111 智慧旅游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40204H 西式烹饪工艺(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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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70207 旅游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70212 应用西班牙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18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570313 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20302 测绘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火箭军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陆军直升机
军械维修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火箭军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陆军弹箭武
器使用与维
护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火箭军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陆军直升机
机械维修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陆军装甲车
电气维修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陆军装甲车
火控维修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陆军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陆军装甲车
机械系统维
修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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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陆军弹药保
养与销毁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陆军直升机
综合航电维
修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火箭军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陆军网络工
程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8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87 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20307 无人机测绘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60401 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高铁线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3 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高铁信号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高铁供电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1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铁路行车 不提科目要求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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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00605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211 工业互联网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188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30804 铁路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89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89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9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44040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9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89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89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9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9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9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9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89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89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89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90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0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0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0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0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4190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90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520415 中药制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0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0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0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90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90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0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190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90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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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00310 集装箱运输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30809 智能物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1 徽商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10112 设施农业与装备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30303 生物质能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30307 新能源材料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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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60704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10201H 计算机应用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20102H 口腔医学(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20201H 护理(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590102 党务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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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0 银川科技学院 430104 分布式发电与智能微电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00 银川科技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200 银川科技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00 银川科技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00 银川科技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00 银川科技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00 银川科技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4200 银川科技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430103 水电站与电力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502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460503 船舶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305 水路运输安全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307 港口与航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308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309 船舶检验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海关管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现代轨道交
通服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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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民航旅客服
务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209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0 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210 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0 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0 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10 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0 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0 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0 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10 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10 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国际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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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国际物流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公众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西餐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50111 美容美体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90206 行政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1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2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212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212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212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212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212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212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2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12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2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212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12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500102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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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13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15 北京体育职业学院 570303 运动训练
儿童体智能
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4215 北京体育职业学院 570306 体育保健与康复 运动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215 北京体育职业学院 570314 冰雪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幼儿体育舞
蹈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运动风险防
控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儿童活动空
间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2 舞蹈表演
儿童舞蹈表
演与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12 音乐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免费男生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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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2 舞蹈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4 特殊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303 社区康复
应用行为分
析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303 社区康复 儿童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2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401 现代文秘 公关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490209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50206 歌舞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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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20804 生态环境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20806 生态环境修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20807 绿色低碳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20808 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20811 智能环保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20908 职业健康安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30304 氢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30305 工业节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30306 节电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50402 水环境智能监测与治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5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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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10307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2 广西科技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第 510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10201 林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2050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20504 矿山机电与智能装备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20505 煤炭清洁利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70210 化工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470211 化工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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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18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4320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0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0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0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0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500307 港口与航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0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500308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60704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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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801 物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50111 美容美体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50118 摄影与摄像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21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107 建筑动画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117 内燃机制造与应用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203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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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10303 通信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10308 网络规划与优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20902 眼视光仪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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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30809 智能物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3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28 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36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36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36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36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36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520804 心理咨询 不提科目要求
14336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36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36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36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530809 智能物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36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36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36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36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40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0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340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0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0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0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40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40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40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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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460118 机械装备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42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46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6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46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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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306 通信系统运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52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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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57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老年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社区护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英语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口腔护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603 言语听觉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58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20903 视觉训练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359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59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20201 工程地质勘查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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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20601 矿山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20602 矿物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30501 有色金属智能冶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30504 储能材料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30505 稀土材料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三二分段专
升本实验班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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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与台湾育达
科技大学学
分互认项目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20804 心理咨询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三二分段专
升本实验班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与英国博尔
顿大学学分
互认项目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30805 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与台湾佛光
大学学分互
认项目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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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40101H 建筑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40103 古建筑工程技术
古建筑设计
与修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40103 古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40503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3070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室内软装艺
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界面与新媒
体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互联网新媒
体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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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旅游景观规
划设计与制
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08 公共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70113 艺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480202 包装策划与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490103 食品营养与健康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580703 智能安防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第 522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4603 自动化类
工业机器人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001 铁道运输类

铁道车辆技术、铁
道供电技术、铁道
信号自动控制、铁
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101 电子信息类
物联网应用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102 计算机类
计算机网络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10309 电信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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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371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大数据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371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71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71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71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71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71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371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372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72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72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72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520401 中医学 物理,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72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520402 中医骨伤 物理,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72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物理,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372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85 沈阳北软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385 沈阳北软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85 沈阳北软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85 沈阳北软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92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92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通航飞机制
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民航电子商
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航空旅游服
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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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航空器机坪
管制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民航机场气
象观测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航空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H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12 通用航空器维修 直升机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13 飞机结构修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00414 航空地面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394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00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106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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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301 动物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10309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70101 食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07 制药设备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09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11 医用电子仪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480105 陶瓷制造技术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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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艺术品营销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影视动画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陶瓷绘画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粉古彩装饰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非遗青花传
承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书法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少儿美术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19 雕刻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22 陶瓷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22 陶瓷设计与工艺
非遗成型艺
术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402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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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60502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00307 港口与航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00308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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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3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460704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406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401 中医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703 预防医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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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10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10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4410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410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410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10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590205 公共事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18 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18 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 490302 粮食储运与质量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418 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18 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18 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440303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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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30809 智能物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0 合肥科技职业学院 570308 运动健康指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425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5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25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5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12 音乐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425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5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5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5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5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5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2 舞蹈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5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25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00209 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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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10304 卫星通信与导航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6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90103 食品营养与健康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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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6 歌舞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2 舞蹈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3 艺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458 张家口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458 张家口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3 软件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401 统计与大数据分析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7 小学科学教育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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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4 特殊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65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5 中药制药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8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804 心理咨询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805 医学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66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1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1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1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1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1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1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550126 雕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30701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60204 新能源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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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70211 化工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高尔夫球俱
乐部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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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70313 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80701 安全防范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2 渤海理工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480411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40113 休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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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50127 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4473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570205 商务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00209 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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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30703 移动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50101 水文与水资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50201 水利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50303 水利机电设备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540109 茶艺与茶文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76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80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80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0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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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80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80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80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绿色建筑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幼儿艺术发
展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20902 眼视光仪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康养式酒店
运营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东盟双语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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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81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83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3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83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3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3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483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83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3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483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83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83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460705 汽车造型与改装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84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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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景观雕塑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室内装饰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书法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工艺绘画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传统雕刻技
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器乐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声乐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210 现代流行音乐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214 钢琴调律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88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460118 机械装备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00205 道路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第 541 页，共 602 页

黑
龙

江
省

招
生

考
试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2024年普通高校拟在黑龙江省招生高职(专科) 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包含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498 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98 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498 宁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42050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420504 矿山机电与智能装备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420505 煤炭清洁利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430501 有色金属智能冶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490105 酿酒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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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0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2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2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2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502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2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502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502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502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2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2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2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2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2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520508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2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3 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3 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3 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3 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3 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3 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3 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3 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503 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3 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3 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03 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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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10212 区块链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直播电商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40107 民宿管理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14504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570108 音乐教育 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云计算、信
息安全、大
数据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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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Java、全栈

工程师、UI
设计、
Python应用

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电商美工、
新媒体运营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体育舞蹈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50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50115 家具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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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50217 时尚表演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50402 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60215 传播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7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7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7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7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7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460120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590203 劳动与社会保障 不提科目要求
145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软件测试与
安全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移动UI设计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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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新媒体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金融信息安
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101 财税大数据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财务数据分
析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金融大数据
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金融安保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金融保险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204 信用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206 证券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跨境金融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207 国际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208 农村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国际财会证
照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管理会计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国际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工程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小微金融企
业管理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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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0705 农村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512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513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13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13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513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513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513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513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13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13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13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13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520703 预防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00403 定翼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00404 直升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0040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00412 通用航空器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00416 通用航空航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00417 航空油料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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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5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40201 餐饮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28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39 扎兰屯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39 扎兰屯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40 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体育机械设
备操作与维
护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540 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0 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运动康复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540 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0 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 570303 运动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4540 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0 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0 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 570313 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0 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 570314 冰雪运动与管理 雪上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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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40 黑龙江冰雪体育职业学院 570314 冰雪运动与管理 冰上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541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1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541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541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541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1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1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1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30101 财税大数据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30103 政府采购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30602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542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20307 无人机测绘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20803 生态保护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30305 工业节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103 古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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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105 风景园林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302 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303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305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40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40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403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503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602 给排水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603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500209 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3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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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50208 音乐剧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50215 舞蹈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60204 影视编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44 南昌影视传播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5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545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5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5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5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520603 言语听觉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5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45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5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545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570114 特殊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47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310 工业互联网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47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603 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7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7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547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7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47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47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808 采购与供应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3 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3 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 46040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553 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 500105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553 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3 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3 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3 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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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3 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 500605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3 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4 武汉海事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4 武汉海事职业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4 武汉海事职业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4 武汉海事职业学院 500308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4 武汉海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54 武汉海事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4 武汉海事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4 武汉海事职业学院 590205 公共事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20808 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125 刺绣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203 戏曲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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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555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56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556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4208 环境保护类

环境工程技术、环
境管理与评价、生
态环境修复技术、
绿色低碳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420806 生态环境修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420807 绿色低碳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420908 职业健康安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420905 应急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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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470107 生物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70201 商务英语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70202 应用英语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90101 社会工作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90401 现代文秘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81 广元中核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核工程测量
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881 广元中核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核工程安全
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0881 广元中核职业技术学院 430207 核电站动力设备运行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50881 广元中核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881 广元中核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核工程焊接 不提科目要求
50881 广元中核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881 广元中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核工程电气
安装与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50881 广元中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8 工业自动化仪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881 广元中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10114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60302 智能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4 心理咨询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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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7 小学科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1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209 中文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215 应用越南语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308 运动健康指导 不提科目要求
51675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206 行政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1721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有机产业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51721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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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30205 财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视觉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90206 行政管理 应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90206 行政管理 风险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51802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590206 行政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20409 朝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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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70210 应用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567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570303 运动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30604 航空复合材料成型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2 飞行器数字化装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5 飞机机载设备装配调试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7 飞行器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8 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10 航空材料精密成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2 通用航空器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3 飞机结构修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68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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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508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603 言语听觉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703 预防医学 化学,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569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420104 矿产地质勘查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420107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420201 工程地质勘查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420203 矿山地质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420302 测绘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420503 通风技术与安全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420601 矿山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420602 矿物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550123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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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570308 运动健康指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420808 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500416 通用航空航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71 荆门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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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40203 中西面点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430307 新能源材料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460610 航空材料精密成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00402 民航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00411 飞机部件修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00414 航空地面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70310 体能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4 广西蓝天航空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5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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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75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亲水运动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575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570303 运动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4575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570306 体育保健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575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75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570313 高尔夫球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86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86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586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86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86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全科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86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86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86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86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86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588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88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88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88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88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88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4588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88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88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560102 网络新闻与传播 不提科目要求
14588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56020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588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588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903 工程安全评价与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904 安全智能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20905 应急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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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460704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89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580703 智能安防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90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90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90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90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590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90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90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90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500103 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90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500103H 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技术(中外合作办 ) 不提科目要求
14590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90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90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500201H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590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90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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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591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599 天津体育职业学院 570303 运动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4599 天津体育职业学院 570303 运动训练
滑冰滑雪轮
滑

不提科目要求

14599 天津体育职业学院 570303 运动训练 足球 不提科目要求
14599 天津体育职业学院 570306 体育保健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599 天津体育职业学院 570310 体能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14599 天津体育职业学院 570311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二手车鉴定
与评估

不提科目要求

1460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60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汽车保险与
理赔

不提科目要求

1460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智能网联 不提科目要求
1460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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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康复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20603 言语听觉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0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汽车金融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10118 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20404 油气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30403 钢铁冶金设备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40703 现代物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60118 机械装备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民航机务维
修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2 智能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90211 医用电子仪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490215 康复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00306 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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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30502 国际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5 农村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30809 智能物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4 定制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国际酒店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全屋定制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50206 歌舞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50303 民族服装与饰品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60205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70310 体能训练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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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1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20310 空间数字建模与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30108 供用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30111 电力客户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50201 水利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50202 智慧水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50203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50204 水利水电工程智能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50205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50208 智能水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60302 智能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10216 密码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10308 网络规划与优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40111 智慧旅游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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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80703 智能安防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2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470107 生物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20418 药膳与食疗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20805 医学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3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430705 装配式建筑构件智能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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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00301 航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00303 轮机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00307 港口与航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608 河南测绘职业学院 420101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08 河南测绘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8 河南测绘职业学院 420303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08 河南测绘职业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304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轨道交能安
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904 安全智能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20905 应急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器人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2 智能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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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大数据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11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12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612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12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12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12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12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612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12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12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540105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12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612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12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612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540204 西式烹饪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612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14 贵州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410119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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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2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410102 作物生产与经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2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410108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2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410114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62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410120 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2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430108 供用电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62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62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480106 珠宝首饰技术与管理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62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62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520201 护理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62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520407 傣医学 物理,生物(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62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2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540109 茶艺与茶文化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62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62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550112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2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7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27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4 心理咨询 不提科目要求
14627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7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7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7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7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7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7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7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28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628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628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8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8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8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8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8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2 舞蹈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8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3 艺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28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203 旅游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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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3 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5 飞机机载设备装配调试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33 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33 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33 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33 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33 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33 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不提科目要求
14633 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33 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2 通用航空器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633 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33 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33 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33 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633 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490215 康复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50111 美容美体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35 郑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39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39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数字医疗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39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39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39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639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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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9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39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30203 保险实务
医疗保险经
办

不提科目要求

14639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410108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490103 食品营养与健康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520508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520701 公共卫生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0 眉山药科职业学院 520805 医学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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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550401 文化创意与策划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4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46040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460405 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00106 铁道车辆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00109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00204 道路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00205 道路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00605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2 德阳城市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570312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420905 应急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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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10211 工业互联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10307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20806 生殖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20902 眼视光仪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30403 市场调查与统计分析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30809 智能物流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40104 定制旅行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43 德阳科贸职业学院 580703 智能安防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440306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440503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00205 道路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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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30403 市场调查与统计分析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4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570308 运动健康指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0040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00416 通用航空航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30803 航空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40102 导游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5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580401 法律事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00404 直升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00415 机场场务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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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00416 通用航空航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30202 金融科技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46 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570302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70306 体育保健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6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420302 测绘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42050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420504 矿山机电与智能装备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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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430205 发电运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460308 工业自动化仪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470205 煤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50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51 宝鸡三和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1 宝鸡三和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1 宝鸡三和职业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51 宝鸡三和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51 宝鸡三和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51 宝鸡三和职业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656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6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56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56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656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56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56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6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6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6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520503 医学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6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6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56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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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57 江西婺源茶业职业学院 410107 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7 江西婺源茶业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茶叶检测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657 江西婺源茶业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57 江西婺源茶业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57 江西婺源茶业职业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茶叶贸易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657 江西婺源茶业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57 江西婺源茶业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57 江西婺源茶业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657 江西婺源茶业职业学院 540109 茶艺与茶文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657 江西婺源茶业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徽州三雕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657 江西婺源茶业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410119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410307 畜禽智能化养殖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470209 化工智能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590101 社会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660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 590102 党务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663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3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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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63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663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63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63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63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63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63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7 小学科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63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63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105 园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114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306 动物防疫与检疫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440104 园林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汽车智能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402 微电子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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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14 室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65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21 包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460105 工业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460110 智能焊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460119 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510211 工业互联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550104 产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68 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101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68 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205 岩土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8 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8 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306 国土空间规划与测绘 不提科目要求
14668 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 420310 空间数字建模与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8 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68 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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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68 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8 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 500205 道路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668 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8 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68 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69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69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669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69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69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14669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69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 520414 中药材生产与加工 不提科目要求
14669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9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9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9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69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420905 应急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460118 机械装备制造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500203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1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490210 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490213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490214 医疗器械经营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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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涉外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口腔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520702 卫生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570306 体育保健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3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570308 运动健康指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宠物养护与
疫病防治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宠物护理与
美容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宠物医疗与
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室内空气监
测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大气环境监
测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汽车尾气及
工业源监测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污染源治理
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在线监测与
运维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水处理与资
源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固体废物处
理处置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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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环境保护设
备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大气质量控
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环境处理设
施运行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4 生态环境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4 生态环境大数据技术
环境信息分
析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4 生态环境大数据技术 环境物联网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环境规划评
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20805 环境管理与评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50402 水环境智能监测与治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50402 水环境智能监测与治理
地表水自动
监测与运维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50402 水环境智能监测与治理 水环境修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50402 水环境智能监测与治理
地表水采样
与检测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工业机器人
应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工业机器人
设计与制造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工业机器人
编程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品质量与
检测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咨询
和认证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有机产业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游戏设计与
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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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影视与短视
频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动画设计与
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平面设计与
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涉外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口腔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老年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中医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康复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幼儿运动保
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儿童营养管
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幼儿艺术发
展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中小企业人
力资源创新
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研学旅行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会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涉外旅游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建筑艺术设
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室内装饰设
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景观环境设
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雕塑艺术设
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70306 体育保健与康复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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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70306 体育保健与康复 运动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70306 体育保健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健身运动指
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健身机构运
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70316 体育艺术表演 体育舞蹈 不提科目要求
1467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570316 体育艺术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686 邯郸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86 邯郸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86 邯郸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86 邯郸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86 邯郸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86 邯郸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86 邯郸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86 邯郸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86 邯郸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6 心理健康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0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90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690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90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90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690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690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0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0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0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0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0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0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0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0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2 舞蹈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1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91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691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691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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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91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1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1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1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1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1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3 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3 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3 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3 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3 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693 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202 应用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693 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206 行政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94 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94 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694 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694 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694 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4 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94 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94 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94 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4 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70308 运动健康指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695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410202 园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5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4695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420801 环境监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5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430601 材料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5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5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490105 酿酒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5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5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5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5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5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5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95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95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530603 商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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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95 邯郸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410119 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410401 水产养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410402 海洋渔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410403 水族科学与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420806 生态环境修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430302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450403 水生态修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46040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造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4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460503 船舶电气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460505 船舶舾装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460507 船舶通信装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00306 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00310 集装箱运输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00403 定翼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00408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10214 工业软件开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10304 卫星通信与导航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30304 会计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30704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40107 民宿管理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40111 智慧旅游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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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696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570309 运动数据分析 不提科目要求

14698 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430605 非金属矿物材料技术
特种陶瓷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698 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430607 硅材料制备技术
陶瓷工业分
析与检验方
向

不提科目要求

14698 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460302 智能机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8 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480105 陶瓷制造技术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698 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8 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698 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698 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698 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19 雕刻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98 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21 包装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698 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550122 陶瓷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701 长春早期教育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01 长春早期教育职业学院 520805 医学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701 长春早期教育职业学院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701 长春早期教育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701 长春早期教育职业学院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701 长春早期教育职业学院 570306 体育保健与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701 长春早期教育职业学院 570308 运动健康指导 不提科目要求
14702 梅河口康美职业技术学院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2 梅河口康美职业技术学院 490105 酿酒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2 梅河口康美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02 梅河口康美职业技术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702 梅河口康美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702 梅河口康美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702 梅河口康美职业技术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702 梅河口康美职业技术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2 梅河口康美职业技术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2 梅河口康美职业技术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2 梅河口康美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4 黄山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04 黄山健康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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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04 黄山健康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704 黄山健康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704 黄山健康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4 黄山健康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04 黄山健康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06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6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06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6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6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6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6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6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6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6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706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510212 区块链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706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06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06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06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06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70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0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500403 定翼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500404 直升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0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0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500407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不提科目要求
1470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70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70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500412 通用航空器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70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500416 通用航空航务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0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510208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70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713 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20404 油气智能开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3 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20406 石油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3 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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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3 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3 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3 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3 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713 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211 工业互联网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3 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不提科目要求
14713 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13 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13 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13 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13 濮阳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60216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460704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480105 陶瓷制造技术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11 美容美体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122 陶瓷设计与工艺 不提科目要求
14716 汝州职业技术学院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717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101 建筑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17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7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106 建筑室内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17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7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717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17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7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7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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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7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17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717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17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17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717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19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9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 500108 动车组检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9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 500111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9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19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9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 500602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9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 5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19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9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19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490215 康复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数字医疗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智慧医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日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20805 医学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721 湖北健康职业学院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23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化学(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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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23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723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23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723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23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23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530801 物流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23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24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490206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14724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24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医学美容 不提科目要求

14724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健康与社会
照护

不提科目要求

14724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14724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724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724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24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27 重庆健康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27 重庆健康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27 重庆健康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727 重庆健康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27 重庆健康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27 重庆健康职业学院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27 重庆健康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727 重庆健康职业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729 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29 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29 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29 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29 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 550117 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29 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 550205 戏剧影视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729 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 5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14729 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 560201 播音与主持 不提科目要求
14729 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 560207 影视制片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29 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 560211 录音技术与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29 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 560212 摄影摄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0 绵阳飞行职业学院 420906 消防救援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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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30 绵阳飞行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0 绵阳飞行职业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0 绵阳飞行职业学院 500403 定翼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0 绵阳飞行职业学院 500404 直升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0 绵阳飞行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30 绵阳飞行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30 绵阳飞行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730 绵阳飞行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0 绵阳飞行职业学院 590303 社区康复 不提科目要求
14731 德阳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103 现代农业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1 德阳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112 设施农业与装备 不提科目要求
14731 德阳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120 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31 德阳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10305 宠物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1 德阳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731 德阳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460602 飞行器数字化装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1 德阳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00204 道路工程检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1 德阳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1 德阳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10303 通信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1 德阳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31 德阳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30604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731 德阳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50204 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1 德阳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60213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4731 德阳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737 榆林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20901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37 榆林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7 榆林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7 榆林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7 榆林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70205 煤化工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7 榆林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470211 化工自动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7 榆林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37 榆林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37 榆林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40 塔城职业技术学院 410303 畜牧兽医 不提科目要求
14740 塔城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0 塔城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0 塔城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40 塔城职业技术学院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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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40 塔城职业技术学院 550111 美容美体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0 塔城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741 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4741 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1 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 480401 现代纺织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1 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1 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1 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41 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41 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41 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742 邢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00212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2 邢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2 邢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42 邢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42 邢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30705 农村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43 吉林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不提科目要求
14743 吉林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3 吉林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3 吉林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3 吉林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43 吉林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00410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743 吉林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744 通化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44 通化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744 通化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4 通化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4 通化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46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6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4746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6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6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6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6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46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提科目要求
14746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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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46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46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46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46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590401 现代文秘 不提科目要求
14747 宿州航空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7 宿州航空职业学院 500401 民航运输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47 宿州航空职业学院 500403 定翼机驾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7 宿州航空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47 宿州航空职业学院 5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47 宿州航空职业学院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不提科目要求
14749 滨州科技职业学院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9 滨州科技职业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9 滨州科技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49 滨州科技职业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49 滨州科技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51 周口文理职业学院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51 周口文理职业学院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51 周口文理职业学院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51 周口文理职业学院 550206 歌舞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4751 周口文理职业学院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754 郑州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54 郑州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4754 郑州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54 郑州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54 郑州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55 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55 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55 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55 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4755 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55 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55 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55 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4759 广东潮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759 广东潮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759 广东潮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生物(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4759 广东潮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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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59 广东潮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759 广东潮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
14765 北海康养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65 北海康养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65 北海康养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65 北海康养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4765 北海康养职业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14765 北海康养职业学院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4770 宝鸡中北职业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70 宝鸡中北职业学院 500107 铁道供电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4770 宝鸡中北职业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14770 宝鸡中北职业学院 500405 空中乘务 不提科目要求
15035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15035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5035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15035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岐黄正骨班 不提科目要求
15035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5035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15035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漓之美班 不提科目要求
15035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520507 医学美容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5035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5035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5035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5035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520805 医学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15035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5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5312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5312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5312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312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312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312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312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312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312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7 小学科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312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312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3 艺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335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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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5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4 心理咨询 不提科目要求
15335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605 市场营销 不提科目要求
15335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5335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16 动漫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5335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335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335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335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335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335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4 特殊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335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307 健身指导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5335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40501 工程造价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40601 市政工程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40101 旅游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1 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107 书画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1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60206 影视动画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201 商务英语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204 应用韩语 不提科目要求
15466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301 社会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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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96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15496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2 舞蹈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5496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0203 戏曲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15496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496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496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496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496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496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496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496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496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496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5496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0102 党务工作 不提科目要求
15519 抚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15519 抚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519 抚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519 抚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519 抚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519 抚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519 抚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07 小学科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519 抚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3 艺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15519 抚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工程质量与
安全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40501 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造
价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3 数控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机械制造工
艺与设备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自动化生产
线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设备应
用与维护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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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乘用车检测
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汽车电控系
统检测与维
修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101 铁道工程技术
铁道工程施
工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110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113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道桥工程施
工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2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汽车整车及
零配件销售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006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三网融合技
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物联网嵌入
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网络工程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3 软件技术
网络数据分
析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网络安全管
理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10301 现代通信技术 数据通信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50084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101 临床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102 口腔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201 护理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202 助产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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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301 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401 中医学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403 针灸推拿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410 中药学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417 中医养生保健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702 卫生信息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801 健康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50166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20901 眼视光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
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10103 应用电子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10205 大数据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2080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不提科目要求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30605 市场营销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30701 电子商务 不提科目要求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40101 旅游管理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不提科目要求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70101 早期教育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70102 学前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70103 小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70104 小学语文教育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70105 小学数学教育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70106 小学英语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70107 小学科学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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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70108 音乐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70109 美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70110 体育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70111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历史(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70113 艺术教育 不提科目要求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570115 现代教育技术 不提科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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