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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2022年专升本提前批（退役士兵专项计划）第2次征集志愿缺额院校及专业统计表

号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科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办学地点

1 9001 贵州师范大学 文史 15 土木工程 两年

2 9001 贵州师范大学 文史 16 工程造价 两年 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3 9001 贵州师范大学 文史 18 电子商务 两年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4 9002 贵州民族大学 文史 10 自动化 两年 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办学点

5 9002 贵州民族大学 文史 11 工商管理 两年 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6 9004 贵州医科大学 文史 04 公共事业管理 两年

7 9005 遵义医科大学 文史 06 公共事业管理 两年

8 9005 遵义医科大学 文史 07 护理学 两年

9 9006 贵州中医药大学 文史 11 护理学 两年

10 9006 贵州中医药大学 文史 12 中医学 三年

11 9006 贵州中医药大学 文史 13 健康服务与管理 两年

12 9007 贵州师范学院 文史 08 文化产业管理 两年

13 9007 贵州师范学院 文史 09 公共关系学 两年

14 9007 贵州师范学院 文史 10 土地资源管理 两年

15 9009 贵州商学院 文史 11 人力资源管理 两年

16 9009 贵州商学院 文史 12 市场营销 两年

17 9010 贵州警察学院 文史 05 法学 两年

18 9011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史 05 学前教育（师范） 两年

19 9012 遵义师范学院 文史 16 社会工作 两年

20 9012 遵义师范学院 文史 17 财务管理 两年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21 9015 安顺学院 文史 14 旅游管理 两年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22 9016 凯里学院 文史 10 财务管理 两年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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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科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办学地点

23 9017 铜仁学院 文史 20 小学教育（师范） 两年

24 9017 铜仁学院 文史 21 旅游管理 两年

25 9017 铜仁学院 文史 22 学前教育（师范） 两年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办学点

26 9017 铜仁学院 文史 23 护理学 两年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27 9019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史 19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两年

28 9002 贵州民族大学 艺术(文) 07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两年

29 9011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艺术(文) 06 美术学（师范） 两年

30 9016 凯里学院 艺术(文) 12 环境设计 两年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31 9007 贵州师范学院 体育(文) 03 休闲体育 两年

32 9019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体育(文) 04 体育教育 两年

33 9001 贵州师范大学 理工 22 电子信息工程 两年 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办学点

34 9001 贵州师范大学 理工 23 工程造价 两年 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35 9001 贵州师范大学 理工 26 电子商务 两年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36 9002 贵州民族大学 理工 17 自动化 两年 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办学点

37 9002 贵州民族大学 理工 18 会计学 两年 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办学点

38 9002 贵州民族大学 理工 19 土木工程 两年 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39 9002 贵州民族大学 理工 20 城乡规划 两年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40 9002 贵州民族大学 理工 21 软件工程 两年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41 9003 贵州财经大学 理工 11 电子商务 两年

42 9004 贵州医科大学 理工 10 临床医学 三年

43 9004 贵州医科大学 理工 15 医学信息工程 两年

44 9004 贵州医科大学 理工 16 公共事业管理 两年

45 9004 贵州医科大学 理工 17 口腔医学 三年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46 9004 贵州医科大学 理工 18 康复治疗学 两年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47 9005 遵义医科大学 理工 20 公共事业管理 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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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9005 遵义医科大学 理工 21 护理学 两年

49 9005 遵义医科大学 理工 23 康复治疗学 两年

50 9005 遵义医科大学 理工 24 药物制剂 两年

51 9005 遵义医科大学 理工 25 医学信息工程 两年

52 9005 遵义医科大学 理工 26 医学影像技术 两年

53 9006 贵州中医药大学 理工 15 护理学 两年

54 9006 贵州中医药大学 理工 16 中药学 两年

55 9006 贵州中医药大学 理工 17 中医学 三年

56 9006 贵州中医药大学 理工 18 健康服务与管理 两年

57 9006 贵州中医药大学 理工 19 针灸推拿学 三年

58 9007 贵州师范学院 理工 12 文化产业管理 两年

59 9007 贵州师范学院 理工 13 公共关系学 两年

60 9008 贵州理工学院 理工 17 采矿工程 两年

61 9008 贵州理工学院 理工 21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两年

62 9008 贵州理工学院 理工 22 工程管理 两年

63 9008 贵州理工学院 理工 23 交通工程 两年

64 9009 贵州商学院 理工 11 人力资源管理 两年

65 9009 贵州商学院 理工 12 市场营销 两年

66 9010 贵州警察学院 理工 05 法学 两年

67 9011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理工 06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两年

68 9012 遵义师范学院 理工 2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两年

69 9012 遵义师范学院 理工 26 社会工作 两年

70 9012 遵义师范学院 理工 2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两年

71 9012 遵义师范学院 理工 28 财务管理 两年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72 9012 遵义师范学院 理工 29 土木工程 两年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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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科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办学地点

73 9013 贵阳学院 理工 2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两年

74 9013 贵阳学院 理工 26 软件工程 两年

75 9013 贵阳学院 理工 27 建筑学 三年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76 9013 贵阳学院 理工 2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两年 贵州装备职业学院办学点

77 9013 贵阳学院 理工 29 汽车服务工程 两年 贵州装备职业学院办学点

78 9014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理工 2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两年

79 9014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理工 2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两年

80 9014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理工 24 土木工程 两年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81 9015 安顺学院 理工 16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两年

82 9015 安顺学院 理工 17 物流工程 两年

83 9015 安顺学院 理工 18 旅游管理 两年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84 9015 安顺学院 理工 19 农学 两年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85 9016 凯里学院 理工 15 物联网工程 两年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86 9016 凯里学院 理工 16 机器人工程 两年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87 9016 凯里学院 理工 17 人工智能 两年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88 9016 凯里学院 理工 18 工程造价 两年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89 9016 凯里学院 理工 19 财务管理 两年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90 9017 铜仁学院 理工 29 园林 两年

91 9017 铜仁学院 理工 30 旅游管理 两年

92 9017 铜仁学院 理工 31 学前教育（师范） 两年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办学点

93 9017 铜仁学院 理工 32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两年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94 9017 铜仁学院 理工 33 护理学 两年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95 9018 六盘水师范学院 理工 4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两年

96 9018 六盘水师范学院 理工 43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两年

97 9018 六盘水师范学院 理工 44 土木工程 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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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科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办学地点

98 9018 六盘水师范学院 理工 4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两年

99 9018 六盘水师范学院 理工 4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两年

100 9018 六盘水师范学院 理工 47 环境工程 两年

101 9018 六盘水师范学院 理工 48 城乡规划 三年

102 9018 六盘水师范学院 理工 49 安全工程 两年

103 9018 六盘水师范学院 理工 50 植物科学与技术 两年

104 9018 六盘水师范学院 理工 51 自动化 两年 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

105 9019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理工 4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两年

106 9019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理工 45 汽车服务工程 两年

107 9019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理工 46 物理学 两年

108 9019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理工 47 网络工程 两年

109 9019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理工 48 应用化学 两年

110 9019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理工 49 应用生物科学 两年

111 9019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理工 50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两年

112 9019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理工 51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两年

113 9015 安顺学院 艺术(理) 06 艺术设计学 两年

114 9004 贵州医科大学 体育(理) 01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两年

115 9004 贵州医科大学 体育(理) 02 休闲体育 两年

116 9007 贵州师范学院 体育(理) 03 休闲体育 两年

117 9007 贵州师范学院 体育(理) 04 体育教育 两年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办学点

118 9015 安顺学院 体育(理) 03 体育教育 两年

119 9019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体育(理) 04 体育教育 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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