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1：

序 号 门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学位授予门类

1 经济学类 经济学 经济学
2 经济学类 经济统计学 经济学
3 经济学类 国民经济管理 经济学
4 经济学类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经济学
5 经济学类 商务经济学 经济学
6 经济学类 能源经济 经济学
7 经济学类 劳动经济学 经济学
8 经济学类 经济工程 经济学
9 经济学类 数字经济 经济学
10 财政学类 财政学 经济学
11 财政学类 税收学 经济学
12 金融学类 金融学 经济学
13 金融学类 金融工程 经济学
14 金融学类 保险学 经济学
15 金融学类 投资学 经济学
16 金融学类 金融数学 经济学
17 金融学类 信用管理 管理学，经济学
18 金融学类 经济与金融 经济学
19 金融学类 精算学 理学，经济学
20 金融学类 互联网金融 经济学
21 金融学类 金融科技 经济学
22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23 经济与贸易类 贸易经济 经济学
24 法学类 法学 法学
25 法学类 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 法学
26 法学类 国际经贸规则 法学
27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 文学
28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 文学
29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
30 中国语言文学类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文学
31 中国语言文学类 古典文献学 文学
32 中国语言文学类 应用语言学 文学
33 中国语言文学类 秘书学 文学
34 中国语言文学类 中国语言与文化 文学
35 中国语言文学类 手语翻译 文学
36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 文学
37 新闻传播学类 广播电视学 文学
38 新闻传播学类 广告学 文学
39 新闻传播学类 传播学 文学
40 新闻传播学类 编辑出版学 文学
41 新闻传播学类 网络与新媒体 文学
42 新闻传播学类 数字出版 文学
43 新闻传播学类 时尚传播 文学
44 新闻传播学类 国际新闻与传播 文学
45 新闻传播学类 会展 文学，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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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门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学位授予门类

46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
47 数学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学
48 数学类 数理基础科学 理学
49 数学类 数据计算及应用 理学
50 统计学类 统计学 理学
51 统计学类 应用统计学 理学
52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学，工学
53 计算机类 软件工程 工学
54 计算机类 网络工程 工学
55 计算机类 信息安全 管理学，理学，工学

56 计算机类 物联网工程 工学
57 计算机类 数字媒体技术 工学
58 计算机类 智能科学与技术 理学，工学
59 计算机类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工学
60 计算机类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工学
61 计算机类 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 理学，工学
62 计算机类 网络空间安全 工学
63 计算机类 新媒体技术 工学
64 计算机类 电影制作 工学
65 计算机类 保密技术 工学
66 计算机类 服务科学与工程 工学
67 计算机类 虚拟现实技术 工学
68 计算机类 区块链工程 工学
69 农业工程类 农业工程 工学
70 农业工程类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工学
71 农业工程类 农业电气化 工学
72 农业工程类 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 工学
73 农业工程类 农业水利工程 工学
74 农业工程类 土地整治工程 工学
75 农业工程类 农业智能装备工程 工学
76 林业工程类 森林工程 工学
77 林业工程类 木材科学与工程 工学
78 林业工程类 林产化工 工学
79 林业工程类 家具设计与工程 工学
80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科学与工程 农学，工学
81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质量与安全 工学
82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粮食工程 工学
83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乳品工程 工学
84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酿酒工程 工学
85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工学
86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营养与检验教育 工学
87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烹饪与营养教育 工学
88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安全与检测 工学
89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营养与健康 工学
90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用菌科学与工程 工学
91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白酒酿造工程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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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门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学位授予门类

92 植物生产类 农学 农学
93 植物生产类 园艺 农学
94 植物生产类 植物保护 农学
95 植物生产类 植物科学与技术 农学
96 植物生产类 种子科学与工程 农学
97 植物生产类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工学，农学
98 植物生产类 茶学 农学
99 植物生产类 烟草 农学
100 植物生产类 应用生物科学 理学，农学
101 植物生产类 农艺教育 农学
102 植物生产类 园艺教育 农学
103 植物生产类 智慧农业 农学
104 植物生产类 菌物科学与工程 农学
105 植物生产类 农药化肥 农学
106 林学类 林学 农学
107 林学类 园林 农学
108 林学类 森林保护 农学
109 林学类 经济林 农学
110 水产类 水产养殖学 农学
111 水产类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农学
112 水产类 水族科学与技术 农学
113 水产类 水生动物医学 农学
114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管理科学 理学，管理学
115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学，管理学
116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程造价 工学，管理学
117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管理学
118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程审计 管理学
119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计算金融 管理学
120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21 工商管理类 市场营销 管理学
122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管理学
123 工商管理类 财务管理 管理学
124 工商管理类 国际商务 管理学
125 工商管理类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26 工商管理类 审计学 管理学
127 工商管理类 资产评估 管理学
128 工商管理类 劳动关系 管理学
129 工商管理类 财务会计教育 管理学
130 工商管理类 市场营销教育 管理学
131 工商管理类 零售业管理 管理学
132 农业经济管理类 农林经济管理 管理学
133 农业经济管理类 农村区域发展 农学，管理学
134 公共管理类 劳动与社会保障 管理学
135 公共管理类 土地资源管理 工学，管理学
136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

工学，经济学，管理

学
137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及法律 管理学
138 电子商务类 跨境电子商务 管理学

注：本目录依据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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