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立项编号 学校名称 专业群名称（旧）
专业群代码

（旧）
专业群包含的旧专业名称（代码） 备注

GSPZYQ2020001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 510101

作物生产技术（510101）、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510113）、园艺技术（510107）、食品加工技术

（590101）、智能控制技术（560304）

GSPZYQ2020002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林业技术 510201

林业技术(510201)、林业信息技术与管理(510213)、农

业生物技术(570104)、森林资源保护(510203)、自然保

护区建设与管理(510209)

认定

GSPZYQ202000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畜牧兽医 510301
畜牧兽医（510301）、动物医学（510302）、饲料与动

物营养（510308）、水产养殖技术（510401）

GSPZYQ2020004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520801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520801）、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

技术（520803）、食品营养与检测（590107）、商检技

术（630603）

GSPZYQ2020005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环境工程技术 520804

环境工程技术（520804）、污染修复与生态工程技术

（520809）、环境评价与咨询服务（520808）、安全健

康与环保（520901）

认定

GSPZYQ2020006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工程技术 520804

环境工程技术（520804）、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520803）、园林工程技术（540106）、建设工程管理

（540501）

GSPZYQ2020007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530102

供用电技术（530102）、水电站与电力网(530109)、电

力系统继电保护与自动化技术（530105）、建筑电气工

程技术（540403）

GSPZYQ2020008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工业节能技术 530305

工业节能技术（530305）、节电技术与管理（530306）

、清洁生产与减排技术（520810）、资源综合利用与管

理技术（520811）、物联网应用技术（610119）

GSPZYQ2020009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 530602
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530602）、染整技术（580403）

、应用化工技术（530201）

GSPZYQ2020010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4010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540102）、建筑工程技术

（540301）、建筑设计（540101）、工程造价

（540502）、物业管理（540703）

GSPZYQ202001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540104

建筑室内设计（540104）、建筑设计（540101）、园林

工程技术（540106）、古建筑工程技术（540103）、家

具艺术设计（650106）

GSPZYQ2020012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540106

园林工程技术（540106）、环境艺术设计（650111）、

环境工程技术（520804）、建筑装饰材料技术

（530703）、光电技术应用（610116）

GSPZYQ2020013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540301）、工程造价（540502）、建筑

设计（540101）、建设工程管理（540501）、建筑室内

设计（540104）

认定

GSPZYQ2020014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540301）、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600202）、市政工程技术（540601）、工程测量技术

（520301）、建设工程监理（540505）

认定

GSPZYQ2020015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540301）、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40102）、建筑设备工程技术（540401）、市政工程

技术（540601）、测绘地理信息技术（520304）

认定

GSPZYQ202001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540301）、工程造价（540502）、市政

工程技（540601）、建筑设计（540101）

GSPZYQ2020017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540301）、建筑设计（540101）、建筑

设备工程技术（540401）、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40102）

GSPZYQ2020018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540302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540302）、市政工程技术

（540601）、工程测量技术（520301）、环境地质工程

（520207）

GSPZYQ2020019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 540501

建设工程管理（540501）、工程造价（540502）、房地

产经营与管理（540701）、房地产检测与估价

（540702）、物业管理（540703）

GSPZYQ2020020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540502
工程造价（540502）、房地产经营与管理（540701）、

建设工程监理（540505）

GSPZYQ2020021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市政工程技术 540601
市政工程技术（540601）、建筑工程技术（540301）、

古建筑工程技术（540103）、园林技术（510202）

GSPZYQ2020022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给排水工程技术 540603
给排水工程技术（540603）、环境工程技术（520804）

、建设工程管理（5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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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编号 学校名称 专业群名称（旧）
专业群代码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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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PZYQ2020023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5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560101）、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60102）、数控技术（560103）、模具设计与制造

（560113）

认定

GSPZYQ2020024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5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560101)、模具设计与制造(560113)、

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
认定

GSPZYQ2020025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60102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560102）、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600602）
认定

GSPZYQ2020026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560103

电气自动化技术（560103）、机电一体化（560301）、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560102）、工业机器人技术

（560309）、物联网应用技术（610119）

认定

GSPZYQ2020027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560103
数控技术（560103）、电气自动化技术（560302）、机

电一体化技术（560301）、模具设计与制造（560113）
认定

GSPZYQ2020028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5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560113)、工业设计（560118）、工业

机器人技术（560309）、数控技术（560103）
认定

GSPZYQ2020029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机械设计与制造

（560101）、应用电子技术（610102）、工业机器人技

术（560309）、智能产品开发（610104）

认定

GSPZYQ2020030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工业机器人技术

（560309）、电子信息工程技术（610101）、数控技术

（560103）、模具设计与制造（560113）

认定

GSPZYQ202003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数控技术（560103）、模

具设计与制造（560113）、电气自动化技术（560302）

、机械设计与制造（560101）

认定

GSPZYQ2020032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机械设计与制造

（560101）、电气自动化技术（560304）、建筑智能化

技术（540101）、工业机器人技术（560309）

GSPZYQ2020033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工业机器人技术

（560309）、应用电子技术（610102）、数控技术

（560103）、工业设计（560118）

GSPZYQ2020034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电气自动化技术

（560302）、工业机器人技术（560309）、机械制造与

自动化（560102)、机械设计与制造（560101）

GSPZYQ2020035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560302

电气自动化技术(560302)、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

工业机器人技术(560309)、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530304)

GSPZYQ2020036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560304

智能控制技术（560304）、工业机器人技术（560309）

、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电梯工程技术

（560308）

认定

GSPZYQ2020037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560304
智能控制技术（560304）、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

、工业机器人技术（560309）、数控技术（560103）
认定

GSPZYQ2020038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电梯工程技术 560308

电梯工程技术（560308）、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

电气自动化技术（560302）、机械设计与制造

（560101）、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560112）

GSPZYQ2020039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560309
机电一体化（560301）、智能控制技术（560304）、机

械设计与制造（560101）、数控技术（560103）
认定

GSPZYQ2020040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560309

工业机器人技术（560309）、应用电子技术（610102）

、机电一体化技术（560301）、通信技术（610301）、

数控技术（560103）

认定

GSPZYQ2020041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560309

工业机器人技术（560309）、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数控技术（560103）、智能控制技术

（560304）

认定

GSPZYQ2020042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560309

工业机器人技术（560309）、机电一体化技术

（560301）、数控技术（560103）、模具设计与制造

（560113）

认定

GSPZYQ20200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560703

汽车电子技术（560703）、新能源汽车技术（560707）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560701）、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560702）

认定

GSPZYQ2020044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560703

汽车电子技术（560703）、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60702）、新能源汽车技术（560707）、汽车智能技

术（610707）、汽车营销与服务（630702）

GSPZYQ2020045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560707

新能源汽车技术（560707）、机械设计与制造(560101)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600210）、汽车营销与服务

（630702）

GSPZYQ2020046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560707
新能源汽车技术（560707）、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600209）、智能交通技术运用（600201）

h'p
高亮



立项编号 学校名称 专业群名称（旧）
专业群代码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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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PZYQ2020047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化工生物技术 570102
化工生物技术（570102）、食品加工技术（590101）、

药品生产技术（590202）

GSPZYQ2020048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石油化工技术 570203
石油化工技术（570203）、应用化工技术（570201）、

精细化工技术（570205）、化妆品技术（580106）
认定

GSPZYQ2020049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570207
工业分析技术（570207）、应用化工技术（570201）、

食品质量与安全（590103）

GSPZYQ2020050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印刷媒体技术 580304
印刷媒体技术（580304）、包装策划与设计（580202）

、出版与电脑编辑技术（660105）
认定

GSPZYQ2020051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纺织技术 580401

现代纺织技术（580401）、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580405）、针织技术与针织服装（580409）、染整技

术（580403）、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580101）

GSPZYQ2020052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580410

服装设计与工艺（580410）、服装与服饰设计

（650108）、皮具艺术设计（650107）纺织品设计

（580406）

GSPZYQ202005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590103

食品质量与安全（590103）、食品营养与检测

（590107）、餐饮管理（640201）、烹调工艺与营养

（640202）

GSPZYQ2020054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食品营养与检测 590107
食品营养与检测(590107)、食品生物技术（570101）、

食品质量与安全（590103）、中西面点工艺（640204）

GSPZYQ2020055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590202
药品生产技术（590202）、药品经营与管理（590301）

、药学（620301）

GSPZYQ2020056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590202
药品生产技术（590202）、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590305）、精细化工技术（570205）

GSPZYQ2020057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药物制剂技术 590209

药物制剂技术（590209）、中药制药技术（590208）、

化学制药技术（590206）、制药设备应用技术

（590205）

GSPZYQ2020058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动车组检修技术 600113
动车组检修技术（600113）、铁道车辆（600102）、电

气自动化技术（560302）、应用电子技术（610202）

GSPZYQ2020059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600202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600202）、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600205）、建筑工程技术（540301）、工程造价

（540502）、工程测量技术（520301）

认定

GSPZYQ2020060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轮机工程技术 600310

轮机工程技术（600310）、航海技术（600301）、船舶

电子电气技术（600303）、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600302）、港口与航运管理（600308）

GSPZYQ2020061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民航运输 600401
民航运输(600401)、民航运输（民航电子商务）

（600401）、航空物流（600415）、会计（630302）

GSPZYQ2020062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机场运行 600408

机场运行（600408）、民航安全技术管理（600406）、

机场场务技术与管理（600413）、民航通信技术

（600402）、机场电工技术（530113）

认定

GSPZYQ2020063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
6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600606）、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技术（600601）、高速铁道工程技术（600111）、智能

交通技术运用（600201）

GSPZYQ2020064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6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610101)、物联网应用技术(610119)

、应用电子技术(610102)、电子产品质量检测(610108)

、智能控制技术(560304)

认定

GSPZYQ2020065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6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610101）、应用电子技术

（610102）、电气自动化技术（560302）、移动通信技

术（610302）

认定

GSPZYQ2020066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610102

应用电子技术（610102）、计算机应用技术（610201）

、电气自动化技术（560302）、物联网应用技术

（610119）

认定

GSPZYQ2020067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610102

应用电子技术（610102）、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610101）、嵌入式技术与应用（610208）、移动通信

技术（610302）、物联网应用技术（610119）

GSPZYQ2020068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610115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610115）、计算机信息管理

（610203）、软件技术（610205）、计算机网络技术

（610202）、云计算技术与应用（610213）

认定

GSPZYQ2020069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610119
物联网应用技术（610119）、计算机网络技术

（610202）、软件技术（610205）、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201）、智能产品开发（610104）

认定

GSPZYQ2020070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610119

物联网应用技术（610119）、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610101）、软件技术（610205）、信息安全与管理

（610211）、大数据技术与应用（610215）

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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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PZYQ2020071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610119

物联网应用技术（610119）、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201）、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软件技术

（610205）、移动应用开发（610212）

GSPZYQ2020072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610201）、计算机网络技术

（610202）、移动应用开发技术（610212）、物联网技

术（610119）

认定

GSPZYQ2020073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610201）、计算机网络技术

（610202）、云计算技术与应用（610213）、电子商务

技术（610214）

认定

GSPZYQ2020074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610201)、信息安全与管理(610211)、

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云计算技术与应用(610213)

、物联网应用技术(610119)

认定

GSPZYQ2020075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610201）、软件技术（610205）、计

算机网络技术（610202）、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610213）、大数据技术与应用（610215）

认定

GSPZYQ2020076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610201）、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600106）、物联网应用技术（610307）、数字媒体应

用技术（610210）

GSPZYQ2020077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6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软件技术（610205）、计

算机应用技术（610201）、移动应用开发（610212）、

人工智能技术服务（610217）

认定

GSPZYQ2020078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610202
移动通信技术（610302）、物联网应用技术（590129）

、软件技术（610205）、数字媒体应用技术（610210）
认定

GSPZYQ2020079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6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物联网应用技术

（610119）、移动通信技术（610302）、软件技术

（610205）、电子信息工程技术（610101）

GSPZYQ202008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610205

软件技术（610205）、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计

算机应用技术（610201）、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610210）、通信技术（610301）

认定

GSPZYQ2020081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610205
软件技术（610205）、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嵌

入式技术与应用（610208）、工业机器人（560309）
认定

GSPZYQ2020082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610205
软件技术(610205)、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大数据技

术与应用(610215)
认定

GSPZYQ2020083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610205
软件技术(610205)、计算机应用技术(610201)、计算机

网络技术(610202)、数字媒体应用技术(610210)
认定

GSPZYQ2020084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610205
软件技术（610205）、计算机应用技术（610201）、计

算机网络技术（610202）、通信技术（610301）

GSPZYQ2020085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610207

动漫制作技术(610207)、数字媒体艺术设计(650104)、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650102)、环境艺术设计(650111)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630607)

GSPZYQ2020086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610210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610210）、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650104）、动漫制作技术（610207）、环境艺术设计

（650111）、广播影视节目制作（660203）

认定

GSPZYQ2020087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610210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610210）、软件技术（610205）、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610216）、产品艺术设计

（650105）、动漫制作技术（610207）

GSPZYQ2020088 私立华联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610214

电子商务技术（610214）、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

、软件技术（610205）、物联网应用技术（610119）、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610210）

认定

GSPZYQ2020089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610215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610215）、人工智能技术服务

（610217）、数字媒体应用技术（610210）、云计算技

术与应用（610213）、计算机应用技术（610201）

认定

GSPZYQ2020090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610215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610215）、计算机网络技术

（610202）、软件技术（610205）、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201）、物联网应用技术（610119）

GSPZYQ2020091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610215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610215）、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610213）、电子信息工程技术（610101）、计算机应

用技术（610201）、人工智能技术与服务（610217）

GSPZYQ2020092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技术服务 610217

人工智能技术服务（610217）、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610213）、大数据技术与应用（610215）、计算机应

用技术（610201）、虚拟现实应用技术（610216）

GSPZYQ2020093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通信技术 610301

通信技术（610301）、移动通信技术（610302）、通信

系统运行管理（610303）、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610101）

认定

GSPZYQ2020094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通信技术 610301

通信技术（610301）、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计

算机信息管理（610203）、计算机应用技术(610201)、

智能终端技术与应用（610105）

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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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PZYQ2020095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620201
护理（620201）、康复治疗技术（620501）、医学检验

技术（620401）、心理咨询（620804）
认定

GSPZYQ2020096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 护理 620201
护理（620201）、助产（620202）、健康管理

（620801）、康复治疗技术（620501）
认定

GSPZYQ2020097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护理 620201
护理（620201）、助产（620202）、医学美容技术

（620404）
认定

GSPZYQ2020098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620201
护理（620201）、助产（620202）、医学检验技术

（620401）、康复治疗技术（620501）
认定

GSPZYQ2020099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620201
护理（620201）、助产（620202）、老年服务与管理

（690301）
认定

GSPZYQ2020100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620201
护理(620201)、助产(620202)、康复治疗技术(620501)

、医学美容技术(620404)
认定

GSPZYQ2020101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 620201
护理（620201）、康复治疗技术（620501）、中医康复

技术（620503）
认定

GSPZYQ2020102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620201
护理（620201）、助产（620202）、中医学（620103K）

、康复治疗技术（620501）、健康管理（620801）
认定

GSPZYQ202010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药学 620301
药学（620301）、药品生物技术(570103)、生物制药技

术(590207)、药品经营与管理(590301)

GSPZYQ2020104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中药学 620302
中药学（620302）、中药生产与加工（590202）、中药

制药技术（590208）
认定

GSPZYQ2020105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管理 630201
金融管理（630201）、国际金融（630202）、投资与理

财（630206）
认定

GSPZYQ2020106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管理 630201
金融管理（630201）、会计（630302）、投资与理财

（630206）、会计信息管理（630304）

GSPZYQ2020107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630301

财务管理（630301）、会计信息管理（630304）、互联

网金融（630209）、资产评估与管理（630103）、投资

与理财（630206）

认定

GSPZYQ2020108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审计 630303
审计（630303）、会计（630302）国际金融（630202）

、资产评估与管理（630103）
认定

GSPZYQ2020109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会计信息管理 630304
会计信息管理（630304）、会计（630302）、投资与理

财（630206）、财务管理（630301）

GSPZYQ2020110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630501
国际贸易实务（630501）、会计（630302）、金融管理

（630201）、财务管理（630301）

GSPZYQ2020111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630501

国际贸易实务（630501）、电子商务（630801）、报关

与国际货运（630506）、物流管理（630903）、会计

（630302）

GSPZYQ2020112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630502
国际经济与贸易（630502）、会计（630302）、国际金

融（630202）
认定

GSPZYQ2020113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630502
国际经济与贸易(630502)、物流管理（630903）、会计

（630302）、工商企业管理（630601）

GSPZYQ2020114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630502

国际经济与贸易（630502）、电子商务（630801）、市

场营销（630701）、会展策划与管理（640301）、会计

（630302）

GSPZYQ2020115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商务 630503
国际商务（630503）、商务英语（670202）、商务日语

（670205）、应用外语（670216）

GSPZYQ202011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商务 630503
国际商务（630503）、国际贸易实务（630501）、商务

日语（670205）

GSPZYQ2020117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630601

工商企业管理（630601）、物流管理（830901）、物流

管理（630903）、人力资源管理（690202）、财务管理

（630301）

认定

GSPZYQ2020118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630601
工商企业管理（630601）、会计（630302）、金融管理

（630201）、政府采购管理（63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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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PZYQ2020119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630701
市场营销（630701）、财务管理（630301）、金融管理

（630201）
认定

GSPZYQ2020120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630701

市场营销（630701）、电子商务（630801）、物流管理

（630903）、商务英语（670202）、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610215）

GSPZYQ2020121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630701
电子商务（630801）、物流管理（630903）、商务管理

（630503）、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630607）

GSPZYQ2020122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630701
市场营销（630701）、国际贸易（630501）、物流管理

（630903）、商务英语（670202）

GSPZYQ2020123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630801
电子商务（630801）、商务英语（670202）、跨境电子

商务（630805）
认定

GSPZYQ2020124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630801
电子商务(630801)、物流管理（630903）、金融管理

(630201)、会计学（630302）
认定

GSPZYQ2020125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630801

电子商务(630801)、商务英语（670202）、国际经济与

贸易（630502）、市场营销（630701）、数字媒体应用

技术(610210)

认定

GSPZYQ2020126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630801

电子商务（630801）、国际经济与贸易（630502）、移

动商务（630802）、物流管理（630903）、商务数据与

分析（630804）

GSPZYQ2020127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630801

电子商务（630801）、市场营销（630701）、连锁经营

管理（630604）、物流管理（630903）、会计

（630302）

GSPZYQ2020128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630801
电子商务（630801）、市场营销（630701）、物流管理

（630903）

GSPZYQ2020129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630801
电子商务(630801)、市场营销（630701）、经济信息管

理（630505）、物流管理（630903）

GSPZYQ2020130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630801
电子商务（630801）、物流管理（630903）、商务英语

（670202）、港口与航运管理（600308）

GSPZYQ2020131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630801

电子商务（630801）、物流管理（630903）、工商企业

管理（630601）、报关与国际货运（630506）、国际商

务（630503）

GSPZYQ2020132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630801
电子商务（630801）、物流管理（630903）、广告策划

与营销（630703)

GSPZYQ2020133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630903

物流管理（630903）、物流工程技术（630901）、电子

商务（630801）、国际经济与贸易（630502）、商务英

语（670202）

认定

GSPZYQ2020134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630903

物流管理（630903）、工商企业管理（630601）、电子

商务（630801）、市场营销（630701）、会计

（630302）

GSPZYQ2020135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630903

物流管理（630903）、国际经济与贸易（630502）、电

子商务（630801）、会计（630302）、财务管理

（630301）

GSPZYQ202013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630903
物流管理（630903）、电子商务（630801）、跨境电商

（630805）、市场营销（630701）

GSPZYQ2020137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630903
物流管理（630903）、报关与国际货运（630506）、工

商企业管（630601）、市场营销（630701）

GSPZYQ2020138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630903

物流管理(630903)、电子商务（620405）、国际贸易实

务（630501）、工商企业管理（620601）、市场营销

（630701）

GSPZYQ2020139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640101
旅游管理（640101）、酒店管理（640105）、烹调工艺

与营养(640202)、中西面点工艺（640204）
认定

GSPZYQ2020140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640101
旅游管理（640101）、酒店管理（640105）、商务英语

（670202）、国际邮轮乘务管理（600302）

GSPZYQ2020141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640101
旅游管理（640101）、旅游英语（670204）、酒店管理

（640105）、会展策划与管理（640301）

GSPZYQ202014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640101
旅游管理（640101）、酒店管理（640105）、烹调工艺

与营养（64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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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PZYQ2020143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640105

酒店管理（640105）、旅游管理（640101）、会展策划

与管理（640301）、城市轨道运营管理（600606）、空

中乘务（600405）

认定

GSPZYQ2020144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640105
酒店管理（640105）、旅游管理（640101）、会展策划

与管理（640301）

GSPZYQ2020145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餐饮管理 640201
餐饮管理（640201）、烹调工艺与营养（640202）、旅

游管理（640101）

GSPZYQ2020146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640202
烹调工艺与营养（640202）、酒店管理（640105）、旅

游管理（640101）

GSPZYQ2020147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65010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650104）、艺术设计（650101）、

产品艺术设计（650105）、环境艺术设计（650111）、

陶瓷设计与工艺（650115）

认定

GSPZYQ2020148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65010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650104）、动漫设计（650120）、

游戏设计（650121）、广播影视节目制作（660203）

GSPZYQ2020149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65010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650104）、工业设计（560118）、

首饰设计与工艺（650118）、展示艺术设（650110）、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650102）

GSPZYQ2020150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650105
产品艺术设计（650105）、家具艺术设计（650106）、

服装与服饰设计（650108）

GSPZYQ2020151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650105
产品艺术设计（650105）、工业设计（560118）、服装

与服饰设计（650108）、广告设计与制作（650103）

GSPZYQ2020152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玉器设计与工艺 650117
产品艺术设计（650105）、艺术设计（650101）、影视

动画（660209）
认定

GSPZYQ2020153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工艺美术品设计 650119

工艺美术品设计（650119）、陶瓷设计与工艺

（650115）、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650102）、数字媒

体艺术设计（650104）

GSPZYQ2020154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表演艺术 650201

表演艺术（650201）、舞蹈表演(650207)、歌舞表演

(650203)、音乐制作(650213)、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650218)

GSPZYQ2020155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戏剧影视表演 650202

戏剧影视表演（650202）、播音与主持（660202）、影

视编导（660206）、摄影摄像技术（660213）、服装设

计与工艺（580410）

认定

GSPZYQ2020156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 戏曲表演 650204

戏曲表演（650204）、舞蹈表演（650207）、音乐表演

（650219）、戏剧影视表演（650202）、舞台艺术设计

与制作（650218）

认定

GSPZYQ2020157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音乐传播 650220

音乐传播（650220）、音乐表演（650219）、现代流行

音乐（650211）、音乐制作（650213）、舞蹈表演

（650207）

认定

GSPZYQ2020158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660203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660203）、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650102）、网络新闻与传播（660102）、广告设计与

制作（650103）

认定

GSPZYQ2020159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影视编导 660206
影视编导（660206）、动漫设计（650120）、游戏设计

（650121）、传播与策划（660214）

GSPZYQ2020160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影视动画 660209
影视动画（660209）、数字媒体艺术设计（650104）、

动漫设计（650120）
认定

GSPZYQ2020161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670202

商务英语（670202）、商务日语（670205）、应用西班

牙语（670212）、国际贸易实务（630501）、电子商务

（630801）

GSPZYQ2020162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670202
旅游英语（670204）、商务英语（670202）、文秘

（670301）、学前教育（670102K）

GSPZYQ202016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670202
商务英语（670202）、市场营销（630701）、旅游管理

（640101）、会计（630302）

GSPZYQ2020164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670202
商务英语（670202）、应用英语（670203）、国际商务

（630503）、旅游管理（640101）

GSPZYQ2020165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670202
商务英语(670202)、国际经济与贸易(630502)、物流管

理(630903)

GSPZYQ2020166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英语 670203
应用英语（670203）、国际贸易（630502）、跨境电子

商务（630805）



立项编号 学校名称 专业群名称（旧）
专业群代码

（旧）
专业群包含的旧专业名称（代码） 备注

GSPZYQ2020167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文秘 670301
文秘（670301）、法律事务（680503）、人力资源管理

（690202）、网络新闻与传播（660102）

GSPZYQ2020168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运动训练 670401

运动训练（670401）、社会体育（670403）、休闲体育

（670404）、体育运营与管理（670408）、运动防护

（670402）

认定

GSPZYQ2020169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运动训练 670401
运动训练（670401）、社会体育（670403）、健身指导

与管理（670410）
认定

GSPZYQ2020170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体育 670403
社会体育（670403）、体育运营与管理（670408）、社

区管理与服务（690104）

GSPZYQ2020171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行政管理 690206
行政管理（690206）、人力资源管理（690202）、社区

管理与服务（690104）

GSPZYQ2020172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计算机应用工程 810201

计算机应用工程(810201)、软件技术(610205)、计算机

网络技术(610202)、动漫设计与制作(610207)、电子商

务技术(610214)

认定

GSPZYQ2020173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临床医学 620101K
临床医学（620101K）、口腔医学（620102K）、预防医

学（620601K)、药学（620301）

GSPZYQ2020174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670102K

学前教育（670102K）、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690306）

、商务英语（幼儿英语方向）（670202）、音乐表演

（650219）、美术（650125）

认定

GSPZYQ2020175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670102K
学前教育（670102K）、小学教育（670103K）、语文教

育（670104K）、美术教育（670113K）
认定

GSPZYQ2020176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学前教育 670102K

学前教育（670102K）、音乐教育（670112K）、美术教

育（670113K）、舞蹈教育（670116K）、体育教育

（670114K）

认定

GSPZYQ2020177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670102K
学前教育（670102K）、音乐教育（670112K）、美术教

育（670113K）
认定

GSPZYQ2020178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670102K

学前教育（670102K）、青少年工作与管理（690103）、

音乐表演（650219）早期教育（670101K）、家政服务与

管理（690302）

认定

GSPZYQ2020179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670102K

学前教育（670102K）、学前教育（五年一贯制）

（670102K）、艺术教育（670117K）、美术教育

（670113K）、音乐教育（670112K）

认定

GSPZYQ2020180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 670102K
学前教育（670102K）、早期教育（670101K）、舞蹈教

育（670116K）

GSPZYQ202018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670102K

学前教育（670102K）、音乐教育（670112K）、美术教

育（670113K）、语文教育（670104K）、英语教育

（670106K）

GSPZYQ202018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670102K

学前教育（670102K）、小学教育(670103K)、美术教育

（670113K）、音乐教育（670112K）、体育教育

(670114K)

GSPZYQ2020183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刑事执行 680601K

刑事执行（680601K）、罪犯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

（680706K）、刑事侦查技术（680701K）、行政执行

（680603K）

认定

GSPZYQ2020184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司法警务 680604K
司法警务（680604K）、安全防范技术（690303）、社会

工作（6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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