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2020年成人高校招生专业                    
（高中起点本科）

院校  
代码

院校            
名称

专业               
名称

学习    
形式

科类        
名称

考试  
科目组

10559 暨南大学 财务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59 暨南大学 财务管理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59 暨南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201
10559 暨南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59 暨南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59 暨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59 暨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59 暨南大学 会计学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59 暨南大学 会计学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59 暨南大学 金融学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59 暨南大学 金融学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59 暨南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59 暨南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59 暨南大学 软件工程 函授 理工类 201
10560 汕头大学 法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60 汕头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60 汕头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60 汕头大学 护理学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60 汕头大学 会计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60 汕头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201
10560 汕头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201
10560 汕头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2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车辆工程 函授 理工类 2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风景园林 函授 理工类 2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工业设计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会计学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202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生物工程 函授 理工类 201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会计学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会计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201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业余 艺术（文） 202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护理学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73 广东药科大学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管理科学 业余 理工类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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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会计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业余 理工类 2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舞蹈学 业余 艺术（文） 202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 业余 艺术（文） 202
10580 肇庆学院 车辆工程 函授 理工类 201
10580 肇庆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201
10580 肇庆学院 会计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80 肇庆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201
10580 肇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201
10580 肇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85 广州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函授 理工类 201
10586 广州美术学院 雕塑 业余 艺术（文） 202
10586 广州美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文） 202
10586 广州美术学院 环境设计 业余 艺术（文） 202
10586 广州美术学院 绘画 业余 艺术（文） 202
10586 广州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业余 艺术（文） 202
10586 广州美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业余 艺术（文） 202
10586 广州美术学院 中国画 业余 艺术（文） 202
10587 星海音乐学院 音乐学 业余 艺术（文） 202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会计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201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汽车服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201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90 深圳大学 动画 业余 艺术（文） 202
10590 深圳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90 深圳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90 深圳大学 会计学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90 深圳大学 金融学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90 深圳大学 艺术设计学 业余 艺术（文） 202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会计学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1078 广州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201
11078 广州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202
11078 广州大学 交通工程 业余 理工类 201
11078 广州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1078 广州大学 网络工程 业余 理工类 201
11078 广州大学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201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理工类 201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工程管理 函授 理工类 201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国际商务 函授 文史类 202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201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业余 艺术（文） 202
11110 广东警官学院 法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1110 广东警官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1110 广东警官学院 侦查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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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广东警官学院 治安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会计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201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202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202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会计学 业余 文史类 202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会计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金融学 业余 文史类 202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金融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202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202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英语 业余 外语（文） 202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财务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会计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202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会计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201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工业设计 业余 理工类 201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会计学 业余 文史类 202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会计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201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201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建筑学 业余 理工类 201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建筑学 函授 理工类 201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201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202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202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函授 文史类 202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会计学 业余 文史类 202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会计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教育学 函授 文史类 202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日语 业余 外语（文） 202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202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202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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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函授 理工类 201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 业余 外语（文） 202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202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软件工程 函授 理工类 201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202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业余 艺术（文） 202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文史类 202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202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业余 艺术（文） 202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网络工程 函授 理工类 2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财务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风景园林 业余 理工类 2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文史类 202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业余 理工类 2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2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业余 理工类 2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金融工程 业余 理工类 2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业余 理工类 2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202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网络工程 业余 理工类 2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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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2020年成人高校招生专业                   
（专科升本科）

院校   
代码

院校           
名称

专业               
名称

学习    
形式

科类        
名称

考试  
科目组

10008 北京科技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008 北京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08 北京科技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08 北京科技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08 北京科技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08 北京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008 北京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008 北京科技大学 金融工程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08 北京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008 北京科技大学 冶金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008 北京科技大学 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013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13 北京邮电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13 北京邮电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13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013 北京邮电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13 北京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015 北京印刷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033 中国传媒大学 播音与主持艺术 函授 艺术类 102
10033 中国传媒大学 广播电视编导 函授 艺术类 102
10033 中国传媒大学 新闻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034 中央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34 中央财经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34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34 中央财经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34 中央财经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3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3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3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3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3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3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53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054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076 河北工程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076 河北工程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76 河北工程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076 河北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07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测绘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07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7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7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07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07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通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07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消防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安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广
东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第5页,共88页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测绘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车辆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地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环境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通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147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163 沈阳药科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163 沈阳药科大学 药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63 沈阳药科大学 中药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184 延边大学 动物医学 函授 农学类 106
10184 延边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184 延边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84 延边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84 延边大学 汉语言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184 延边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184 延边大学 护理学 函授 医学类 107
10184 延边大学 环境科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84 延边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84 延边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184 延边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184 延边大学 教育技术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184 延边大学 经济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84 延边大学 旅游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84 延边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84 延边大学 农学 函授 农学类 106
10184 延边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184 延边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84 延边大学 通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184 延边大学 统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84 延边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184 延边大学 小学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184 延边大学 心理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84 延边大学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184 延边大学 药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184 延边大学 园林 函授 农学类 106
10184 延边大学 运动训练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184 延边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保险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财政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广告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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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旅游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审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税收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统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07 吉林财经大学 新闻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231 哈尔滨师范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231 哈尔滨师范大学 广播电视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231 哈尔滨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231 哈尔滨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31 哈尔滨师范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31 哈尔滨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231 哈尔滨师范大学 教育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231 哈尔滨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31 哈尔滨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231 哈尔滨师范大学 心理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31 哈尔滨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251 华东理工大学 药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54 上海海事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54 上海海事大学 航海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254 上海海事大学 交通运输 函授 理工类 103
10254 上海海事大学 轮机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264 上海海洋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264 上海海洋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64 上海海洋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64 上海海洋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264 上海海洋大学 水产养殖学 函授 农学类 106
1028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器动力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28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93 南京邮电大学 经济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294 河海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294 河海大学 机械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294 河海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316 中国药科大学 药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316 中国药科大学 中药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359 合肥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359 合肥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359 合肥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359 合肥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378 安徽财经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378 安徽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378 安徽财经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378 安徽财经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378 安徽财经大学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378 安徽财经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378 安徽财经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385 华侨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385 华侨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385 华侨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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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3 南昌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3 南昌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3 南昌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3 南昌大学 软件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4 华东交通大学 车辆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4 华东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4 华东交通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4 华东交通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4 华东交通大学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4 华东交通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4 华东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4 华东交通大学 交通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4 华东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4 华东交通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4 华东交通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4 华东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4 华东交通大学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飞行器动力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飞行器制造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环境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教育技术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经济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软件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社会工作 函授 法学类 104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体育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6 南昌航空大学 应用化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安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采矿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测绘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城乡规划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地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风景园林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工程造价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广
东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第8页,共88页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环境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建筑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汽车服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通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网络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冶金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建筑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 函授 法学类 104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14 江西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418 赣南师范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418 赣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418 赣南师范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18 赣南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18 赣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418 赣南师范大学 历史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418 赣南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18 赣南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18 赣南师范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18 赣南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18 赣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函授 法学类 104
10418 赣南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418 赣南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418 赣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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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8 赣南师范大学 应用化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18 赣南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安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车辆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化学工程与工艺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环境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经济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能源与动力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石油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油气储运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资源勘查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90 武汉工程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90 武汉工程大学 采矿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90 武汉工程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90 武汉工程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90 武汉工程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90 武汉工程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90 武汉工程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90 武汉工程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90 武汉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97 武汉理工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97 武汉理工大学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97 武汉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97 武汉理工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497 武汉理工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97 武汉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497 武汉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97 武汉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97 武汉理工大学 汽车服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97 武汉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497 武汉理工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04 华中农业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04 华中农业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04 华中农业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04 华中农业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04 华中农业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04 华中农业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04 华中农业大学 园林 函授 农学类 106
10512 湖北大学 传播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12 湖北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12 湖北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12 湖北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12 湖北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12 湖北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12 湖北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12 湖北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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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 湖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12 湖北大学 教育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12 湖北大学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12 湖北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12 湖北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12 湖北大学 物联网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12 湖北大学 心理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12 湖北大学 药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2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2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2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2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2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2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安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采矿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测绘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档案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30 湘潭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广告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30 湘潭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30 湘潭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经济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酒店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旅游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软件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生物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通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图书馆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网络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新闻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30 湘潭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0 湘潭大学 药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2 湖南大学 车辆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2 湖南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2 湖南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2 湖南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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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2 湖南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2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2 湖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2 湖南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2 湖南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2 湖南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2 湖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2 湖南大学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2 湖南大学 软件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2 湖南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2 湖南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2 湖南大学 新闻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安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测绘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城乡规划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建筑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小学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信息安全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应用心理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4 湖南科技大学 园林 函授 农学类 106
10536 长沙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6 长沙理工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6 长沙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城乡规划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建筑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交通运输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林学 函授 农学类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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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汽车服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园林 函授 农学类 106
1053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41 湖南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函授 医学类 107
10541 湖南中医药大学 药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41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化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42 湖南师范大学 药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财务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法学 业余 法学类 104
10559 暨南大学 翻译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59 暨南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59 暨南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护理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59 暨南大学 护理学 函授 医学类 107
10559 暨南大学 会计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金融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商务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59 暨南大学 市场营销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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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9 暨南大学 网络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物联网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59 暨南大学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60 汕头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60 汕头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0 汕头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60 汕头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0 汕头大学 护理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60 汕头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0 汕头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60 汕头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60 汕头大学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0 汕头大学 临床医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60 汕头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0 汕头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60 汕头大学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动物科学 业余 农学类 106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动物医学 业余 农学类 106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风景园林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工业工程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工业设计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汉语言文学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环境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会计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建筑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金融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林学 业余 农学类 106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商务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社会工作 业余 法学类 104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市场营销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土木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应用化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园林 业余 农学类 106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大气科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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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动物科学 函授 农学类 106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动物医学 函授 农学类 106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法学 业余 法学类 104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工程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汉语言文学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航海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环境科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会计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美术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水产养殖学 函授 农学类 106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音乐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园林 函授 农学类 106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护理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药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护理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药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中药学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康复治疗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药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3 广东药科大学 护理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3 广东药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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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3 广东药科大学 临床医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73 广东药科大学 药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3 广东药科大学 药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3 广东药科大学 中药学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3 广东药科大学 中药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传播学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法学 业余 法学类 104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管理科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管理科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会计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业余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 业余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金融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经济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软件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舞蹈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新闻学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业余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76 韶关学院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6 韶关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6 韶关学院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6 韶关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6 韶关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6 韶关学院 教育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6 韶关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6 韶关学院 小学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6 韶关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7 惠州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7 惠州学院 地理科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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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7 惠州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7 惠州学院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77 惠州学院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7 惠州学院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7 惠州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7 惠州学院 化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7 惠州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7 惠州学院 历史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7 惠州学院 旅游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7 惠州学院 美术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77 惠州学院 社会工作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77 惠州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7 惠州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77 惠州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7 惠州学院 体育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7 惠州学院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7 惠州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7 惠州学院 音乐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77 惠州学院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7 惠州学院 应用化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8 韩山师范学院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78 韩山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8 韩山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8 韩山师范学院 生物技术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8 韩山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8 韩山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78 韩山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8 韩山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8 韩山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8 韩山师范学院 音乐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78 韩山师范学院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财务会计教育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地理科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化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教育技术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科学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历史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美术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烹饪与营养教育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社会工作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特殊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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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物理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心理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音乐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80 肇庆学院 车辆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80 肇庆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80 肇庆学院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80 肇庆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80 肇庆学院 环境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80 肇庆学院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80 肇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80 肇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80 肇庆学院 生物科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80 肇庆学院 书法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80 肇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80 肇庆学院 小学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80 肇庆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80 肇庆学院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80 肇庆学院 园林 函授 农学类 106
10582 嘉应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82 嘉应学院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82 嘉应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82 嘉应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82 嘉应学院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82 嘉应学院 护理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82 嘉应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82 嘉应学院 临床医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82 嘉应学院 美术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82 嘉应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82 嘉应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82 嘉应学院 体育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82 嘉应学院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82 嘉应学院 小学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82 嘉应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82 嘉应学院 药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82 嘉应学院 音乐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82 嘉应学院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82 嘉应学院 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85 广州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86 广州美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86 广州美术学院 环境设计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86 广州美术学院 绘画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86 广州美术学院 美术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86 广州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86 广州美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87 星海音乐学院 音乐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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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90 深圳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动画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90 深圳大学 法学 业余 法学类 104
10590 深圳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90 深圳大学 工程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汉语言文学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90 深圳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护理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0590 深圳大学 会计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交通运输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教育技术学 业余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90 深圳大学 教育技术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590 深圳大学 金融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软件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社会工作 业余 法学类 104
10590 深圳大学 市场营销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土木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药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0 深圳大学 艺术设计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0590 深圳大学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90 深圳大学 应用心理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法学 业余 法学类 104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会计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经济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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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商务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社会工作 函授 法学类 104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市场营销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611 重庆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11 重庆大学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14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14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614 电子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14 电子科技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14 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614 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617 重庆邮电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17 重庆邮电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17 重庆邮电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17 重庆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617 重庆邮电大学 网络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652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652 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52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52 西南政法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52 西南政法大学 新闻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674 昆明理工大学 测绘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674 昆明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674 昆明理工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74 昆明理工大学 工程造价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74 昆明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74 昆明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674 昆明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674 昆明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纺织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710 长安大学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动物科学 函授 农学类 106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动物医学 函授 农学类 106

广
东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第20页,共88页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林学 函授 农学类 106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学 函授 农学类 106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林 函授 农学类 106
10736 西北师范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0736 西北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736 西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736 西北师范大学 化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736 西北师范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736 西北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0736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736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736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0736 西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0736 西北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736 西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函授 法学类 104
10736 西北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736 西北师范大学 物理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0736 西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车辆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103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动画 业余 艺术类 102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工程造价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工商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环境设计 业余 艺术类 102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会计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103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业余 理工类 103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金融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社会工作 业余 法学类 104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市场营销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土木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物联网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物流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1075 三峡大学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城乡规划 函授 理工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1075 三峡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广播电视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1075 三峡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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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5 三峡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函授 理工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环境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旅游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生物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075 三峡大学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法学 业余 法学类 104
11078 广州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工程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汉语言文学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1078 广州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会计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业余 理工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建筑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教育学 业余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1078 广州大学 教育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1078 广州大学 金融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社会工作 业余 法学类 104
11078 广州大学 社会工作 函授 法学类 104
11078 广州大学 市场营销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土木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078 广州大学 学前教育 业余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1078 广州大学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1078 广州大学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国际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航海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交通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交通运输 函授 理工类 103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轮机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110 广东警官学院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1110 广东警官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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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 广东警官学院 侦查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1110 广东警官学院 治安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1232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232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232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232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232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1232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纺织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广告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金融工程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经济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旅游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财务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城乡规划 业余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城乡规划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动物科学 业余 农学类 106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动物科学 函授 农学类 106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工商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行政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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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环境设计 业余 艺术类 102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会计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业余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农学 业余 农学类 106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农学 函授 农学类 106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社会工作 业余 法学类 104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社会工作 函授 法学类 104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生物科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业余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市场营销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水产养殖学 函授 农学类 106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园林 业余 农学类 106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园林 函授 农学类 106
11349 五邑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103
11349 五邑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9 五邑大学 工程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9 五邑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9 五邑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9 五邑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9 五邑大学 汉语言文学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1349 五邑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1349 五邑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9 五邑大学 会计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9 五邑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9 五邑大学 机械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1349 五邑大学 机械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9 五邑大学 金融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9 五邑大学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349 五邑大学 土木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1349 五邑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349 五邑大学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城乡规划 函授 理工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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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地质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建筑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农业水利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437 长春工程学院 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535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535 湖南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535 湖南工业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1535 湖南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35 湖南工业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35 湖南工业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1535 湖南工业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35 湖南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535 湖南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1535 湖南工业大学 建筑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1535 湖南工业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35 湖南工业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35 湖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保险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保险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财务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电子商务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行政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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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会计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业余 理工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金融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市场营销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投资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投资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信用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信用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财务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103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电子商务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法学 业余 法学类 104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工商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行政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103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业余 理工类 103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金融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业余 艺术类 102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物流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函授 理工类 103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教育技术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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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小学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1843 九江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车辆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城乡规划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1843 九江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广告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1843 九江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1843 九江学院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1843 九江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护理学 函授 医学类 107
11843 九江学院 环境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建筑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教育技术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1843 九江学院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酒店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旅游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审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生物技术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体育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1843 九江学院 通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物联网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药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应用化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应用物理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园林 函授 农学类 106
11843 九江学院 制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3 九江学院 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法学 业余 法学类 104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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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工程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工程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会计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业余 理工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建筑学 业余 理工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建筑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商务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社会工作 函授 法学类 104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保险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保险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财务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法学 业余 法学类 104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工商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汉语言文学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会计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教育学 业余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教育学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金融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经济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日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商务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社会工作 业余 法学类 104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社会工作 函授 法学类 104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市场营销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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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会计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口腔医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社会工作 函授 法学类 104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药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业余 医学类 107
12059 广东培正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2059 广东培正学院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2059 广东培正学院 工商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2059 广东培正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2059 广东培正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2059 广东培正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2059 广东培正学院 会计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2059 广东培正学院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2059 广东培正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2059 广东培正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2059 广东培正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2059 广东培正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业余 艺术类 102
12059 广东培正学院 网络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2059 广东培正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2059 广东培正学院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2059 广东培正学院 应用心理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护理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业余 理工类 103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药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业余 医学类 107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应用心理学 业余 经济管理类 103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预防医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业余 医学类 107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中药学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中医学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2453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环境设计 业余 艺术类 102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日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软件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业余 艺术类 102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网络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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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67 广州商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667 广州商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667 广州商学院 法学 函授 法学类 104
13667 广州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667 广州商学院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667 广州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3667 广州商学院 金融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667 广州商学院 旅游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667 广州商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667 广州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业余 艺术类 102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通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网络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音乐表演 业余 艺术类 102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工商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会计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金融工程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软件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投资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网络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物联网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标准化工程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车辆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风景园林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金融工程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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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网络工程 函授 理工类 103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103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历史学 函授 文史、中医类 101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美术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生物科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业余 艺术类 102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业余 艺术类 102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函授 法学类 104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特殊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物理学 函授 理工类 103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音乐学 业余 艺术类 102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英语 业余 文史、中医类 101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应用心理学 函授 经济管理类 103
50252 吉林省教育学院 汉语言文学 脱产 文史、中医类 101
50252 吉林省教育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脱产 理工类 103
50252 吉林省教育学院 教育学 脱产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50252 吉林省教育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脱产 经济管理类 103
50252 吉林省教育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脱产 理工类 103
50252 吉林省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脱产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50252 吉林省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脱产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50252 吉林省教育学院 英语 脱产 文史、中医类 101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采矿工程 脱产 理工类 103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法学 脱产 法学类 104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汉语言文学 脱产 文史、中医类 101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行政管理 脱产 经济管理类 103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会计学 脱产 经济管理类 103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脱产 理工类 103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教育学 脱产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美术学 脱产 艺术类 102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脱产 理工类 103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土木工程 脱产 理工类 103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脱产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105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音乐学 脱产 艺术类 102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英语 脱产 文史、中医类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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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2020年成人高校招生专业                  
（高中起点专科脱产）

院校  
代码

院校           
名称

专业               
名称

学习    
形式

科类        
名称

考试  
科目组

50083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电子商务 脱产 理工类 301
50083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动漫制作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083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工程造价 脱产 理工类 301
50083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工业机器人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083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供用电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083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护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083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会计 脱产 理工类 301
50083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083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建筑工程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083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酒店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083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数控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083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物联网应用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083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物业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38 吉林职工医科大学 护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38 吉林职工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38 吉林职工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38 吉林职工医科大学 中医学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城乡规划 脱产 文史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城乡规划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畜牧兽医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道路运输与路政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道路运输与路政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法律事务 脱产 文史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法律事务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工商企业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工商企业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供用电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国际经济与贸易 脱产 文史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国际经济与贸易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会计 脱产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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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会计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经济信息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经济信息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林业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社会工作 脱产 文史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社会工作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水利工程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物流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物流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应用英语 脱产 外语（文）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园林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49
四平农村成人高等专科
学校 作物生产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52 吉林省教育学院 汉语 脱产 文史类 301
50252 吉林省教育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252 吉林省教育学院 商务英语 脱产 外语（文） 301
50252 吉林省教育学院 市场营销 脱产 文史类 301
50252 吉林省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脱产 文史类 301
50252 吉林省教育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法律事务 脱产 文史类 301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行政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会计 脱产 文史类 301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经济信息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美术教育 脱产 艺术（文） 301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市场营销 脱产 文史类 301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脱产 文史类 301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音乐教育 脱产 艺术（文） 301
50344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语文教育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74 涟源钢铁总厂职工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74 涟源钢铁总厂职工大学 会计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74 涟源钢铁总厂职工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74 涟源钢铁总厂职工大学 建筑工程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88 株洲市职工大学 电气自动化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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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88 株洲市职工大学 电子商务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88 株洲市职工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脱产 艺术（文） 301
50788 株洲市职工大学 会计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88 株洲市职工大学 计算机网络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88 株洲市职工大学 模具设计与制造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88 株洲市职工大学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脱产 艺术（文） 301
50788 株洲市职工大学 数控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88 株洲市职工大学 应用电子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3
湖南航空工业职工工学
院 电子商务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93
湖南航空工业职工工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93
湖南航空工业职工工学
院 会计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93
湖南航空工业职工工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3
湖南航空工业职工工学
院 计算机信息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93
湖南航空工业职工工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3
湖南航空工业职工工学
院 金融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93
湖南航空工业职工工学
院 旅游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93
湖南航空工业职工工学
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3
湖南航空工业职工工学
院 市场营销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93
湖南航空工业职工工学
院 数控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4
中钢集团衡阳重机职工
大学 电气自动化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4
中钢集团衡阳重机职工
大学 电子商务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4
中钢集团衡阳重机职工
大学 法律事务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4
中钢集团衡阳重机职工
大学 行政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4
中钢集团衡阳重机职工
大学 会计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4
中钢集团衡阳重机职工
大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4
中钢集团衡阳重机职工
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4
中钢集团衡阳重机职工
大学 经济信息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4
中钢集团衡阳重机职工
大学 模具设计与制造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4
中钢集团衡阳重机职工
大学 市场营销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4
中钢集团衡阳重机职工
大学 数控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4
中钢集团衡阳重机职工
大学 文秘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财政 脱产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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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城乡规划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电气自动化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电子商务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法律事务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国际金融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汉语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行政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会计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机械设计与制造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计算机信息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建筑工程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经济信息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模具设计与制造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市场营销 脱产 文史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数控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798 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文秘 脱产 文史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
学 电气自动化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
学 电子商务 脱产 文史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
学 电子商务 脱产 理工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
学 工商企业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
学 工商企业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
学 行政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
学 行政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
学 会计 脱产 文史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
学 会计 脱产 理工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
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837 韶关市职工大学 会计 脱产 文史类 301
50837 韶关市职工大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837 韶关市职工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安全技术与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安全技术与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电气自动化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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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电子商务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电子商务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动漫制作技术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动漫制作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工程造价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工程造价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行政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行政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护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会计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会计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计算机系统与维护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计算机信息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计算机信息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建设工程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建设工程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建设工程监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建设工程监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建筑工程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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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经济信息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经济信息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空中乘务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空中乘务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矿山机电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旅游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旅游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市场营销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市场营销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数控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物流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物流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物业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物业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应用英语 脱产 外语（文）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油气储运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0908
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职工
大学 园林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1001 陕西兵器工业职工大学 护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1001 陕西兵器工业职工大学 会计 脱产 文史类 301
51001 陕西兵器工业职工大学 建设工程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1001 陕西兵器工业职工大学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1001 陕西兵器工业职工大学 药学 脱产 理工类 301
51310 益阳教育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1310 益阳教育学院 旅游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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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0 益阳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脱产 文史类 301
51310 益阳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脱产 文史类 301
51315 广东开放大学 电子商务 脱产 文史类 301
51315 广东开放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1315 广东开放大学 行政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1315 广东开放大学 会计 脱产 文史类 301
51315 广东开放大学 市场营销 脱产 文史类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电子商务 脱产 文史类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行政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会计 脱产 文史类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计算机网络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商务英语 脱产 外语（文）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市场营销 脱产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电子商务 脱产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工业设计 脱产 理工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广告设计与制作 脱产 艺术（文）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环境艺术设计 脱产 艺术（文）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会计 脱产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脱产 理工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计算机网络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酒店管理 脱产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数控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艺术设计 脱产 艺术（文） 301
51408 焦作职工医学院 护理 脱产 理工类 301
51408 焦作职工医学院 口腔医学 脱产 理工类 301
51408 焦作职工医学院 临床医学 脱产 理工类 301
51408 焦作职工医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51408 焦作职工医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脱产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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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2020年成人高校招生专业                   
（高中起点专科非脱产）

院校   
代码

院校          
名称

专业               
名称

学习    
形式

科类        
名称

考试  
科目组

10403 南昌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0403 南昌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理工类 301
10403 南昌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403 南昌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0403 南昌大学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0403 南昌大学 会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0403 南昌大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403 南昌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403 南昌大学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403 南昌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0403 南昌大学 市场营销 函授 理工类 301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工程造价 函授 文史类 301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会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酒店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酒店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407 江西理工大学 有色冶金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559 暨南大学 财务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59 暨南大学 财务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59 暨南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59 暨南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59 暨南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59 暨南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59 暨南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59 暨南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59 暨南大学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59 暨南大学 会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59 暨南大学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59 暨南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59 暨南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59 暨南大学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0559 暨南大学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59 暨南大学 市场营销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60 汕头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60 汕头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60 汕头大学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60 汕头大学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60 汕头大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60 汕头大学 软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畜牧兽医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广
东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第39页,共88页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建筑室内设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食品加工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64 华南农业大学 园林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财务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畜牧兽医 函授 理工类 301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66 广东海洋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0 广州医科大学 助产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1 广东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医学美容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2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咨询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74 华南师范大学 应用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0576 韶关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576 韶关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76 韶关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76 韶关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0576 韶关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576 韶关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576 韶关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77 惠州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577 惠州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77 惠州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78 韩山师范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78 韩山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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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函授 理工类 301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社会工作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数学教育 函授 理工类 301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英语教育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79 岭南师范学院 语文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80 肇庆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80 肇庆学院 小学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80 肇庆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80 肇庆学院 英语教育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80 肇庆学院 语文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82 嘉应学院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82 嘉应学院 小学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82 嘉应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82 嘉应学院 语文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0588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590 深圳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90 深圳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90 深圳大学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90 深圳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90 深圳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90 深圳大学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0590 深圳大学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金融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旅游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0592 广东财经大学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艺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工程造价 业余 文史类 301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软件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22 广东白云学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广
东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第41页,共88页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工作 业余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工作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展示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广
东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第42页,共88页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精细化工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酒店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旅游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食品生物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食品营养与检测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物流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61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61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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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给排水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建筑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市政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函授 理工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1078 广州大学 工程造价 业余 理工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国际贸易实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建筑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1078 广州大学 室内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1078 广州大学 数控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学前教育 业余 文史类 301
11078 广州大学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航海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轮机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1106 广州航海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1110 广东警官学院 法律事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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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法律事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生物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营养与检测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交通技术运用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工程造价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工程造价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行政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会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业余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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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市场营销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应用韩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函授 文史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函授 文史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会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会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空中乘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空中乘务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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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市场营销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1342 湖南工程学院 会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畜牧兽医 业余 理工类 301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食品营养与检测 函授 文史类 301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函授 理工类 301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应用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134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园林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1349 五邑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1349 五邑大学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1349 五邑大学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金融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540 广东金融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

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业余 理工类 301

11545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
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石油化工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1656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819 东莞理工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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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845 广东工业大学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文史类 301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商务日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18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函授 理工类 301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184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业余 理工类 301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301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建筑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酒店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旅游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业余 艺术（文） 301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
院 船舶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
院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301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05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
院 轮机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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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理工类 301

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 工业设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 工业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 行政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 建设工程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 建设工程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理工类 301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2121 南方医科大学 助产 业余 理工类 301

1232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法律文秘 函授 文史类 301

1232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32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32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食品加工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食品营养与检测 函授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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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232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232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325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325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5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
院 工程造价 函授 文史类 301

12325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
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5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325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
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2325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325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5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
院 建筑室内设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325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

院 建筑室内设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12325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
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325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
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2325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

院 社会工作 函授 文史类 301

12325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
院 物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325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
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营养与检测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财务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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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产品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工业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文史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旅游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数控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投资与理财 函授 文史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物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广
东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第51页,共88页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应用电子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 护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 化妆品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 健康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 食品营养与检测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 药品质量与安全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 药学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 应用化工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 中药学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
院 助产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函授 文史类 301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软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商务日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4 广东东软学院 信息安全与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播音与主持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业余 理工类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动漫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钢琴伴奏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歌舞表演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会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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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文化市场经营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文化市场经营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舞蹈表演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现代流行音乐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 业余 艺术（文） 301
12576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影视动画 业余 艺术（文）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染整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纺织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针织技术与针织服装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4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工程造价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4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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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4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4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4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4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4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建筑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4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建筑室内设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4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建筑室内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2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42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42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

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42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42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
院 学前教育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报关与国际货运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工业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旅游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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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软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数控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保险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动漫制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工业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国际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酒店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软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社会工作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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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数控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通信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文秘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医学营养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74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中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65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65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65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65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65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65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65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65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65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65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65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语文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数学教育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育 业余 理工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业余 体育（理）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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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应用开发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育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语文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育 业余 文史类 301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语文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安全健康与环保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动漫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法律事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美术教育 业余 艺术（文）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营养与检测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数学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育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通信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音乐表演 业余 艺术（文）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育 业余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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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语文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95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295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95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语文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6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6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6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6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6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6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6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6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语文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7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7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57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57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57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7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建设工程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7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金融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57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2957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57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信息安全与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7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智能控制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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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家政服务与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生物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市政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工程测量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工业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行政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建设工程监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汽车电子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函授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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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商务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商务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数控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文秘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文秘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物流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播音与主持 业余 艺术（文）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财务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财务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财务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财务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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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会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会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建筑室内设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人物形象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摄影摄像技术 业余 艺术（文）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室内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舞蹈表演 业余 艺术（文）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戏剧影视表演 业余 艺术（文）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现代流行音乐 业余 艺术（文）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音乐表演 业余 艺术（文）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影视编导 业余 艺术（文）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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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
院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2962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62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62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62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62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62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2962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文秘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62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小学教育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62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小学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62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学前教育 业余 文史类 301

12962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2962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 英语教育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07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舞蹈表演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07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环境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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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数控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
院 应用化工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包装策划与设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包装策划与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光电技术应用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光电技术应用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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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精细化工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食品生物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食品生物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药品生产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印刷媒体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应用电子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
院 应用电子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工作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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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育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语文教育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工作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石油化工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营养与检测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通信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旅游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旅游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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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数控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文秘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文秘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学前教育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学前教育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表演艺术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会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金融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金融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软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14 广州工商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表演艺术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财务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财务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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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法律事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法律事务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汉语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汉语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会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酒店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酒店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空中乘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空中乘务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旅游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旅游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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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软件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商务日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物流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应用法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应用韩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应用西班牙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动漫制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环境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建设工程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建筑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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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数控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
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财务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动漫制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国际贸易实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环境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旅游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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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数控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通信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投资与理财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文秘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 应用电子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投资与理财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19 广东科技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计算机信息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空中乘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软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数控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720 广东理工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表演艺术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财务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产品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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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动漫制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法律事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工程造价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国际金融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国际贸易实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环境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建设工程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酒店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软件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数控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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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投资与理财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移动通信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应用电子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应用西班牙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721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
学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810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3810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健康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3810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康复治疗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810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口腔医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3810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临床医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3810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3810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医学检验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810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医学影像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810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针灸推拿 业余 理工类 301

13810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中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3810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中医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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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1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财务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国际贸易实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酒店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旅游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软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商务日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文秘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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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物流金融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3927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

院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动漫制作技术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动漫制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工程造价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工程造价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环境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会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建筑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金融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金融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软件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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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市场营销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数控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

院 物流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保险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9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市政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园林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动漫制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工程造价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建筑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建筑室内设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经济信息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商务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数控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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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文秘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文秘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物业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应用电子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铁道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铁道供电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茶艺与茶叶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畜牧兽医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食品生物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物业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药品生物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园艺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财务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财务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财务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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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财务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动漫制作技术 业余 文史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动漫制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动漫制作技术 函授 文史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动漫制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文史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文史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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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市场营销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物流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

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电梯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家具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与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法律事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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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工程造价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环境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建设工程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金融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空中乘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旅游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商务日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业余 艺术（文）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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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证券与期货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

院 中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5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理工类 301
14125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125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125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表演艺术 业余 艺术（文）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法律事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法律事务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会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金融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金融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文秘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文秘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126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应用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文史类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市政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数控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413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 业余 艺术（文） 301
142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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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42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建筑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金融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会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业余 文史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金融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金融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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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证券与期货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4278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语文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
业学院 安全技术与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
业学院 安全健康与环保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

业学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
业学院 环境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
业学院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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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
业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

业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
业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
业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

业学院 食品营养与检测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
业学院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61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1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4361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1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361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61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361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1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4361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社会工作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1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14361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电梯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投资与理财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应用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动漫制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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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建筑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酒店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市场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投资与理财 函授 文史类 301

14363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
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 康复治疗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 口腔医学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 医学检验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 中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 助产 业余 理工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电梯工程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工程造价 函授 理工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工商企业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文史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函授 理工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计算机信息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建设工程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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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汽车改装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软件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数控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投资与理财 函授 文史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网络营销 函授 文史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物流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物流信息技术 函授 文史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信息安全与管理 函授 理工类 301

14427

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

院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电子商务 函授 理工类 301

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文史类 301

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函授 理工类 301

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环境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会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林业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审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审计 函授 理工类 301

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文秘 函授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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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文秘 函授 理工类 301

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园林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
院 园艺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业余 文史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会计信息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社会工作 业余 文史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移动应用开发 业余 理工类 301

14556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

院 护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14556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
院 康复治疗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556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
院 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4556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

院 医学检验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14556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
院 中药学 业余 理工类 301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
术学院 会计 函授 文史类 301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
术学院 酒店管理 函授 文史类 301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
术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函授 文史类 301

14572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
术学院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4587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
科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函授 理工类 301

14587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
科学校 美术教育 业余 艺术（文） 301

14587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

科学校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14587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
科学校 文秘 函授 文史类 301

14587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
科学校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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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87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
科学校 语文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50079 南海成人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0079 南海成人学院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
大学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
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

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
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
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
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
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
大学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
大学 会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
大学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

大学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26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
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37 韶关市职工大学 畜牧兽医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37 韶关市职工大学 电梯工程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37 韶关市职工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50837 韶关市职工大学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37 韶关市职工大学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50837 韶关市职工大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37 韶关市职工大学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37 韶关市职工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37 韶关市职工大学 经济信息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0837 韶关市职工大学 烹调工艺与营养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37 韶关市职工大学 汽车电子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37 韶关市职工大学 园林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
校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
校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
校 英语教育 业余 文史类 301

50853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

校 语文教育 函授 文史类 301
51315 广东开放大学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与自动化技术业余 理工类 301
51315 广东开放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15 广东开放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15 广东开放大学 供用电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1315 广东开放大学 汉语 业余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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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5 广东开放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15 广东开放大学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15 广东开放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1315 广东开放大学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理工类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金融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20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工业设计 业余 理工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国际金融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环境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业余 理工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酒店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旅游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数控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文秘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物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51393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51888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电子商务 业余 理工类 301
51888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法律事务 业余 文史类 301
51888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工程造价 业余 理工类 301
51888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1888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业余 艺术（文） 301
51888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国际金融 业余 文史类 301
51888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行政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51888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会计 业余 文史类 301
51888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业余 理工类 301
51888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商务英语 业余 外语（文） 301
51888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社会工作 业余 文史类 301
51888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市场营销 业余 文史类 301
51888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301
51888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物流管理 业余 文史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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