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序号 学校名称 层次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科类 学习形式

1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专科 690206 行政管理 文史类 业余

2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专科 690206 行政管理 理工类 业余

3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专科 690101 社会工作 文史类 业余

4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专科 690101 社会工作 理工类 业余

5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专升本 120201K 工商管理 经管类 业余

6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专升本 120203K 会计学 经管类 业余

7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专升本 120105 工程造价 经管类 业余

8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专升本 030101K 法学 法学类 业余

9 河北工业大学 专科 600202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理工类 函授

10 河北工业大学 专科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理工类 函授

11 河北工业大学 专升本 080501 能源与动力工程 理工类 函授

12 河北工业大学 专升本 081001 土木工程 理工类 函授

13 燕山大学 专升本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函授

14 燕山大学 专升本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函授

15 河北农业大学 专科 510301 畜牧兽医 理工类 函授

16 河北农业大学 专升本 090401 动物医学 农学类 函授

17 河北师范大学 专科 640101 旅游管理 理工 函授

18 石家庄铁道大学 专科 5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理工类 函授

19 石家庄铁道大学 专科 540502 工程造价 理工类 函授

20 石家庄铁道大学 专升本 081001 土木工程 理工类 函授

21 石家庄铁道大学 专升本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函授

22 石家庄铁道大学 专升本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函授

23 河北地质大学 专科 630801 电子商务 文史类 函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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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河北地质大学 专科 630801 电子商务 理工类 函授

25 河北地质大学 专科 630701 市场营销 文史类 函授

26 河北地质大学 专科 630701 市场营销 理工类 函授

27 河北地质大学 专升本 120801 电子商务 经管类 函授

28 河北地质大学 专升本 120202 市场营销 经管类 函授

29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专科 6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公共事业类 函授

30 廊坊师范学院 专升本 040102 学前教育 教育学类 业余

31 廊坊师范学院 专升本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文史类 业余

32 廊坊师范学院 专升本 030101 法学 法学类 业余

33 唐山师范学院 专科 670102K 学前教育 教育类 函授

34 唐山师范学院 专升本 040101 教育学 教育学类 函授

35 河北北方学院 专升本 90101 农学 农学类 业余

36 河北北方学院 专升本 100301 临床医学 医学类 业余

37 河北北方学院 专升本 100701 护理学 医学类 业余

38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30201 应用化工技术 理工类 函授

39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30401 黑色冶金技术 理工类 函授

40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802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理工类 函授

41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60301 建筑工程技术 理工类 函授

42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620405 电子商务 文史类 函授

43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620401 市场营销 文史类 函授

44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90310 邮政通信 文史类 函授

45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620401 市场营销 文史类 函授

46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620103 金融管理与实务 文史类 函授

47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专科 560102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理工类 业余

48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专科 630302 会计 文史类 业余

49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专科 630302 会计 理工类 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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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专科 630301 财务管理 文史类 业余

51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专科 630301 财务管理 理工类 业余

52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专科 630701 市场营销 文史类 业余

53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专科 610203 计算机信息管理 文史类 业余

54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专科 610203 计算机信息管理 理工类 业余

55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专科 6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理工类 业余

56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专科 5607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理工类 业余

57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专科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理工类 业余

58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专科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理工类 业余

59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专科 540502 工程造价 理工类 业余

60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20501 煤矿开采技术 理工类 业余

61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理工类 业余

62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20204 矿山地质 理工类 业余

63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理工类 业余

64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20501 矿物加工技术 理工类 业余

65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20904 安全技术与管理 理工类 业余

66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60102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理工类 业余

67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理工类 业余

68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40502 工程造价 理工类 业余

69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30102 供用电技术 理工类 业余

70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30201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理工类 业余

71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60110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理工类 业余

72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60303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理工类 业余

73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570207 工业分析技术 理工类 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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