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18〕125 号 

 

关于公布 2018年度 

湖南省省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 

 

省属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等文件的通知》(教高

〔2012〕9 号)和 2017 年度本专科专业设置工作要求，我厅组织

了专业设置的审核工作。根据《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7 年度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18〕4 号）、

《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8 年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备案和审批结

果的通知》（教职成函〔2018〕3 号）等文件精神，现将 2018 年

度省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本专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见附件）

予以公布。 

本次增设和调整本专科专业点共 64 个，其中，增设本科专业

点 61 个，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本科专业点 1 个，增设专科专业点 2

个。增设或调整的专业可从 2018 年起安排招生，其专业名称、专



 —2— 

业代码、修业年限、学位授予门类均以公布的内容为准。本次撤

销的本科专业点共 3 个。各高校要切实加强新设专业建设，制订

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合理控制招生规模，切实保证

人才培养质量。 

 

附件：2018 年度湖南省省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本专科专业备

案和审批结果 

                                     

 

湖南省教育厅 

2018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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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年度湖南省省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本专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一、增设和调整的本专科专业名单 

序

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    位 

授予门类 

修业 

年限 
备注 

1 湘潭大学 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 030104T 法学 四年  

2 湘潭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080910T 理学 四年   

3 长沙理工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080414T 工学 四年   

4 长沙理工大学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081006T 工学 四年   

5 湖南科技大学 金融工程 020302 经济学 四年   

6 湖南科技大学 机器人工程 080803T 工学 四年   

7 湖南科技大学 风景园林 082803 工学 四年   

8 吉首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080910T 工学 四年   

9 吉首大学 风景园林 082803 工学 四年   

10 湖南工业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080906 工学 四年   

11 湖南工业大学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081806T 工学 四年   

12 湖南工业大学 电子商务 120801 工学 四年   

13 湖南工业大学 陶瓷艺术设计 130510TK 艺术学 四年   

14 湖南工业大学 陶瓷设计与工艺 650115   三年   

15 湖南工业大学 材料工程技术 530601   三年   

16 湖南商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080910T 工学 四年   

17 湖南理工学院 应用化学 070302 理学 四年 
调整学位

授予门类 

18 湖南理工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080704 理学 四年   

19 衡阳师范学院 风景园林 082803 工学 四年   

20 湖南文理学院 金融工程 020302 经济学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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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    位 

授予门类 

修业 

年限 
备注 

21 湖南文理学院 环境科学 082503 理学 四年   

22 湖南文理学院 风景园林 082803 工学 四年   

23 湖南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120801 管理学 四年   

24 湖南城市学院 小学教育 040107 教育学 四年   

25 湖南城市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601 工学 四年   

26 邵阳学院 秘书学 050107T 文学 四年   

27 怀化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80202 工学 四年   

28 湖南科技学院 建筑学 082801 工学 五年   

29 湖南科技学院 摄影 130404 艺术学 四年   

30 湘南学院 医学影像学 100203TK 医学 五年   

31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050306T 文学 四年   

32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401 工学 四年   

33 长沙学院 舞蹈学 130205 艺术学 四年   

34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学前教育 040106 教育学 四年   

35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工业工程 120701 工学 四年   

36 长沙医学院 中药学 100801 理学 四年   

37 湖南工学院 应用化学 070302 工学 四年   

38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080701 工学 四年   

39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金融学 020301KH 经济学 四年   

40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法学 030101K 法学 四年   

41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休闲体育 040207T 教育学 四年   

42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080910T 理学 四年   

43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120210 艺术学 四年   

44 长沙师范学院 商务英语 050262 文学 四年   

45 长沙师范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130505 艺术学 四年   

46 湖南医药学院 助产学 101102T 理学 四年   

47 湖南医药学院 市场营销 120202 管理学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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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    位 

授予门类 

修业 

年限 
备注 

48 湖南信息学院 互联网金融 020309T 经济学 四年   

49 湖南信息学院 会计学 120203K 管理学 四年   

50 湖南信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30502 艺术学 四年   

51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商务英语 050262 文学 四年   

52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081001 工学 四年   

53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铁道工程 081007T 工学 四年   

54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康复治疗学 101005 理学 四年   

55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音乐表演 130201 艺术学 四年   

56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 050101 文学 四年  

57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050262 文学 四年  

58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130508 艺术学 四年   

59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

外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30305 艺术学 四年  

6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

外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130309 艺术学 四年  

6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

外学院 
摄影 130404 艺术学 四年  

62 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 贸易经济 020402 经济学 四年  

63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 软件工程 080902 工学 四年  

64 衡阳师范学院南岳学院 生物科学 071001 理学 四年  

 

二、撤销本科专业名单 

1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070503 理学 四年  

2 湖南科技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130505 艺术学 四年  

3 湖南理工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081602 工学 四年  

注：1.专业代码加有“K”者表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2.专业代码加有“T”者表示特设专业； 

3.专业代码加有“H”者表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