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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河南省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入普通高校学习
专业对照表

专业

类别
中等职业学校专业名称 报考高校专业名称 备注

种植类

设施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农

艺技术、观光农业经营、循

环农业生产与管理、种子生

产与经营、植物保护、果蔬

花卉生产技术、茶叶生产与

加工、桑蚕生产与经营、中

草药种植、棉花加工与检验、

烟草生产与加工、现代林业

技术、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

园林技术、园林绿化、木材

加工、农产品保鲜与加工、

农产品营销与储运、农业机

械使用与维护、农村电气技

术、农业与农村用水、农村

环境监测、农村经济综合管

理、农资连锁经营与管理

设施农业与装备、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作物生产技术、农学、植物保护、植物科

学与技术、休闲农业、园艺技术、园艺、现代农业技术、农业经营管理教育、植物科

学与技术、农业资源与环境、种子生产与经营、种子科学与工程、植物保护与检疫技

术、茶艺与茶叶营销、品牌代理经营、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茶学、蚕丝技术、

蚕学、中草药栽培技术、中草药栽培与鉴定、中药资源与开发、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纺织工程、烟草栽培与加工、烟草、林业技术、林学、森林资源保护、野生植物资

源保护与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应用、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野生动物与自然保

护区管理、园林技术、风景园林设计、园林工程技术、园林、景观建筑设计、木材加

工技术、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检测技术、机械装备制造技

术、食品加工技术、食品营养与检测、市场营销、网络营销、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自动化、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业电气化技术、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水利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农业环境保护、环境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农业资源环境、农业

经济管理、市场营销、品牌代理经营、农村行政管理、连锁经营管理、中药生产与

加工、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污染修复与生态工程技术、环境工程技术、

水政与水资源管理、食用菌生产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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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类

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畜牧

兽医、特种动物养殖、宠物

养护与经营、淡水养殖、海

水生态养殖、航海捕捞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动物药学、畜牧兽医、兽药制药技术、动物药学、饲料与动

物营养、特种动物养殖、宠物养护与驯导、水产养殖技术、水产养殖学、水族科学

与技术、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海洋渔业技术、宠物临床诊疗技术、食品加工技术、

食品营养与检测

计算机类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计算机

平面设计、计算机动漫与游

戏制作、计算机网络技术、

网站建设与管理、网络安防

系统安装与维护、软件与信

息服务、客户信息服务、计

算机速录、计算机与数码产

品维修、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智能控制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现代教育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信息工程、数字媒体应用技术、机械设计与制造、动画、影视动画、三维动画设

计、出版与电脑编辑技术、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制作、视觉传达设计、建筑室

内设计、动漫制作技术、软件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网络工程、

软件与信息服务、计算机软件、软件工程、通信系统运行管理、计算机系统与维护、

物联网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移动应用开发、包装工程技术、物流工程技

术、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电子商务、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大数据技术与

应用、物联网工程、数字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

财经类

保险事务、信托事务、

会计、会计电算化、统计事

务、金融事务

会计、统计与会计核算、工商企业管理、经济信息管理、经济学、财务管理、审计、

会计学、审计学、信息统计与分析、统计学、金融管理、证券与期货、投资与理财、

金融学、投资学、保险、民航运输、互联网金融、会计信息管理、报关与国际货运、

金融工程

烹饪类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西餐

烹饪

烹调工艺与营养、烹饪与营养教育、旅游管理、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加工技术、食

品营养与检测、餐饮管理、营养配餐、中西面点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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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类

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皮革工

艺、皮革制品造型设计、民族

服装与服饰、民族织绣、民族

民居装饰、民族工艺品制作、

服装设计与工艺、服装展示与

礼仪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产品设计、产品艺术设计、鞋类设计与工艺、艺

术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设计与工艺、服装技术与工艺、服装设计与工艺教育、

服装表演、市场营销、网络营销、品牌代理经营、表演、现代纺织技术、染整技术、

纺织工程、轻化工程、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建筑工程教育、环境艺术设计、服装陈

列与展示设计

机电与

机制类

机械制造技术、机电技术应

用、模具制造技术、金属压力

加工、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

用、金属表面处理技术应用、

工业自动化仪表及应用、电机

电器制造与维修、光电仪器制

造与维修、电气运行与控制、

电气技术应用、机械加工技

术、数控技术应用、金属热加

工、焊接技术应用

机械设计与制造、自动化、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工业工程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机电技术教育、机电一体化技术、机

电设备维修与管理、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矿山机电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数

控技术、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模具设计与制造、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材料成型与

控制工程、电子制造技术与设备、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焊接技术与自动化、理化

测试与质检技术、机械维修及检测技术教育、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科学与技术、电

气自动化技术、电子测量技术与仪器、精密机械技术、电机与电器技术、光电技术应

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供用电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与自动化技术、农业电气化技术、材料科学

与工程、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械装备制造技术、电梯

工程技术、特种加工技术、机械电子工程、工业机器人技术

电子类

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

用、数字广播电视技术、邮政

通信管理、电子材料与元器件

制造、微电子技术与器件制

造、通信技术、通信运营服务、

通信系统工程安装与维护、制

冷与空调设备运行与维修、电

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制冷与空调技术、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声像工程技术、

计算机系统与维护、应用电子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教育、电子信息工程、电子工艺

与管理、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学、微电子制

造工程、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电子测量技术与仪器、广播电视技术、广播电视工程、

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通信工程、通信系统运行管理、通信系统运行管理、邮政

通信管理、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移动互联应用技术、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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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秘类

商务助理、工商行政管理

事务、人力资源管理事务、

物业管理、民政服务与管

理、社区公共事务管理、

社会福利事业管理、社会

保障事务、家政服务与管

理、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办

公室文员、文秘、公关礼

仪

文秘、行政管理、汉语言文学、秘书学、商务管理、传播与策划、公共关

系、商务策划管理、公共关系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物业管理、

民政管理、社会工作、公共事务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老年服务与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社会福利事业管理、青少年工作与管理、家

政服务与管理、社区康复、家政学、社会学、老年服务与管理、现代殡葬

技术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工商企业管理、国际邮轮乘务管理、汉语、

体育运营与管理、民族传统体育、英语教育、体育教育、语文教育、数学

教育、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旅游类

旅游外语、景区服务与管

理、会展服务与管理、高

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旅

游服务与管理、导游服务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导游、旅行社经营管理、旅游英语、旅游日语、英

语、日语、韩语、俄语、景区开发与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森林生态旅

游

化工类

工业分析与检验、化工机

械与设备、化工仪表及自

动化、生物化工、高分子

材料加工工艺、橡胶工艺、

林产化工、核化学化工、

火炸药技术、花炮生产与

管理、化学工艺、精细化

工、石油炼制

应用化工技术、化学工程与工艺、工业分析技术、石油炼制技术、石油化

工技术、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精细化工技术、化

工生物技术、农业生物技术、食品生物技术、化工生物技术、药品生物技

术、药品生产技术、生物工程、制药工程、高分子合成技术、化工装备技

术、煤炭深加工与利用、环境工程技术、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高分子材

料加工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石油工程技术、油气储运技术、材料工

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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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

建筑装饰、古建筑修缮与仿

建、城镇建设、工程造价、

建筑设备安装、楼宇智能化

设备安装与运行、供热通风

与空调施工运行、建筑表现、

城市燃气输配与应用、给排

水工程施工与运行、市政工

程施工、工程测量、土建工

程检测、建筑与工程材料、

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建筑

工程施工、道路与桥梁工程

施工、铁道施工与养护、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

建筑工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土木工程、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建筑学、古建筑工程技术、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城乡规划、城市规划、工程造价、建

筑设备工程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工业设计、环境设计、环

境艺术设计、建筑技术、城市燃气工程技术、给排水工程技术、给水排水工程、市政

工程技术、管道工程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铁道工程技术、

交通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工

程、工程测量技术、测绘工程、建设工程监理、工程管理、工程机械运用技术、高分

子材料工程技术、复合材料与工程、环境工程技术、房地产经营与管理、地籍

测绘与土地管理、水利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测绘工程技术、建筑设计、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水

文与工程地质、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市政工程技术

美术类

网页美术设计、美术设计与

制作、商品画制作与经营、

民族美术、工艺美术、美术

绘画

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美术、绘画、动画、影视动画、纺织品设计、产品设

计、广告设计与制作、皮具艺术设计、首饰设计与工艺、陶瓷设计与工艺、包装策划

与设计、包装工程技术、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产品艺术设计、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字媒体艺术、家具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雕塑、美术学、工业设计、工艺美术、

视觉传达设计、建筑室内设计、人物形象设计、环境设计、室内艺术设计、舞

台艺术设计与制作、展示艺术设计

市场

营销类

专卖品经营、连锁经营与管

理、电子商务、房地产营销

与管理、客户服务、商品经

营、市场营销、物流服务与

管理

市场营销、网络营销、商务管理、工商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技

术、物流管理、房地产检测与估价、房地产经营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首饰设计与

工艺、品牌代理经营、工商企业管理、珠宝首饰技术与管理、物流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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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类

农村医学、营养与保健、

康复技术、眼视光与配镜、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生物

技术、藏医医疗与藏药、

维医医疗与维药、蒙医医

疗与蒙药、中医康复保健、

药品食品检验、医疗器械

维修与营销、制药设备维

修、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

咨询、人口与计划生育管

理、卫生信息管理、医药

卫生财会、医疗设备安装

与维护、护理、助产、医

学影像技术、口腔修复工

艺、药剂、中医护理、中

医、中药、中药制药、制

药技术、生物技术制药

临床医学、护理、护理学、助产、医学营养、食品营养与卫生、营养学、

康复治疗技术、假肢与矫形器技术、康复工程技术、康复治疗学、听力与

言语康复学、假肢矫形工程、眼视光技术、眼视光学、医学检验技术、医

学实验技术、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医学检验、医学影像技术、医学影像

学、口腔医学、口腔医学技术、口腔修复工艺学、医学生物技术、动物医

学、医学实验学、医学技术、药学、药品经营与管理、保健品开发与管理、

药学、药物制剂、中医学、针灸推拿学、藏药学、藏医学、维医学、蒙医

学、蒙药学、针灸推拿、中药、中药学、中草药栽培与鉴定、中药资源与

开发、药学、制药工程、农业生物技术、药品生物技术、化工生物技术、

食品生物技术、生物工程、药品质量与安全、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医疗

设备应用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制药设

备应用技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公共卫生管理、卫生信息管理、医学

信息学、会计、会计学、医学技术、社会工作、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

管理学、机械设计与制造、医疗器械工程、药品生产技术、食品质量与安

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中医骨伤、社区康复、食品营养与检测、老年服

务与管理、体育保健与康复

中西医分别

命题，同卷

考试，按要

求分别考试

相应内容

音乐类

播音与节目主持、戏曲表

演、杂技与魔术表演、乐

器修造、音乐、舞蹈表演、

曲艺表演

音乐表演、音乐学、作曲技术理论、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戏曲

表演、戏剧学、表演艺术、表演、乐器制造与维护、播音与主持、广播影

视节目制作、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新闻采编与制作、体育艺

术表演、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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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类

铁道运输管理、电力机车运

用与检修、内燃机车运用与

维修、铁道车辆运用与检修、

电气化铁道供电、铁道信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城

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

修、城市轨道交通供电、城

市轨道交通信号、民航运输、

飞机维修、航空服务、航空

油料管理、汽车车身修复、

汽车美容与装潢、汽车整车

与配件营销、公路运输管理、

公路养护与管理、汽车运用

与维修

铁路物流管理、交通运输、智能交通技术运用、铁道机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铁道车辆、车辆工程、铁道供电技术、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铁路桥梁与隧道工程技术、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铁道信号自动控制、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

术、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民航运输、飞机机电设备维修、空中乘务、航空油料、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电子技术、汽车服务工程、汽车车

身维修技术、汽车营销与服务、新能源汽车技术、市场营销、网络营销、品牌代理

经营、道路运输与路政管理、道路养护与管理、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无人机应

用技术、飞机电子设备维修、飞机部件修理、通用航空器维修、飞行器制

造技术、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司法

服务类

法律事务、社区法律服务、

保安

法律事务、检察事务、司法助理、法律文秘、法律文秘、法学、治安管理、公共安全

管理、国内安全保卫、警卫学、治安学、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国际

商务类

国际商务、商务日语、商务

德语、商务韩语、商务俄语、

商务法语、商务英语

国际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商务英语、英语、应用英语、英语教育、

商务日语、日语、应用日语、德语、韩语、俄语、法语、应用阿拉伯语、翻译

学前

教育类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音乐教育、小学教育、早期教育、美术教育

体育类 运动训练
体育教育、民族传统体育、社会体育、运动训练、民航空中安全保卫、武术与民族传

统体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