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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广东省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

予门类

1 中山大学 080706 信息工程 工学

2 中山大学 081001 土木工程 工学

3 中山大学 081902T 海洋工程与技术 工学

4 中山大学 082001 航空航天工程 工学

5 暨南大学 080911TK 网络空间安全 工学

6 暨南大学 120701 工业工程 管理学

7 汕头大学 070701 海洋科学 理学

8 汕头大学 071201 统计学 理学

9 汕头大学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学

10 汕头大学 082709T 食品安全与检测 工学

11 汕头大学 100701 药学 理学

12 华南农业大学 070701 海洋科学 理学

13 广东海洋大学 070302 应用化学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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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

予门类

14 广东海洋大学 070602 应用气象学 理学

15 广东海洋大学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艺术学

16 广州医科大学 100205TK 精神医学 医学

17 广州医科大学 100207TK 儿科学 医学

18 广州医科大学 100402
食品卫生与

营养学
理学

19 广州医科大学 100703TK 临床药学 理学

20 广州医科大学 101009T 康复物理治疗 理学

21 广州医科大学 101010T 康复作业治疗 理学

22 广州中医药大学 100201K 临床医学 医学

23 广东药科大学 083001 生物工程 工学

24 广东药科大学 100501K 中医学 医学

25 惠州学院 070504 地理信息科学 理学

26 惠州学院 080412T 功能材料 工学

27 韩山师范学院 050107T 秘书学 文学

28 韩山师范学院 080407
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
工学

29 韩山师范学院 120207 审计学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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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

予门类

30 岭南师范学院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工学

31 岭南师范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工学

32 岭南师范学院 081903T
海洋资源开发

技术
工学

33 肇庆学院 040207T 休闲体育 教育学

34 深圳大学 071101 心理学 理学

35 深圳大学 081205T
地理空间信息

工程
工学

36 广东白云学院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艺术学

37 广东白云学院 080803T 机器人工程 工学

38 广东白云学院 080910T
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
工学

39 广州大学 030301 社会学 法学

40 广州大学 040108 特殊教育 教育学

41 广州大学 080803T 机器人工程 工学

42 广州航海学院 020301K 金融学 经济学

43 广州航海学院 030101K 法学 法学

44 广州航海学院 080201 机械工程 工学

45 广州航海学院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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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

予门类

46 广州航海学院 081001 土木工程 工学

47 广州航海学院 120204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8 广州航海学院 120901K 旅游管理 管理学

49 广东警官学院 083108TK 网络安全与执法 工学

50 广东金融学院 120205 国际商务 管理学

51 广东金融学院 120210 文化产业管理 管理学

52 广东金融学院 020308T 精算学 理学

53 广东金融学院 020309T 互联网金融 经济学

54 广东金融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工学

55 广东金融学院 120802T 电子商务及法律 管理学

56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080204 机械电子工程 工学

57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080705
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
工学

58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080906 数字媒体技术 工学

59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120901K 旅游管理 管理学

60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080503T
新能源科学与

工程
工学

61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080905 物联网工程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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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

予门类

62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081403 资源勘查工程 工学

63 东莞理工学院 020304 投资学 经济学

64 东莞理工学院 080204 机械电子工程 工学

65 东莞理工学院 080405 金属材料工程 工学

66 东莞理工学院 080905 物联网工程 工学

67 东莞理工学院 0827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工学

68 广东工业大学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

69 广东工业大学 130301 表演 艺术学

7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050208 波斯语 文学

7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050234 塞尔维亚语 文学

7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050235 土耳其语 文学

7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050242 孟加拉语 文学

7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080911TK 网络空间安全 工学

75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学

76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080801 自动化 工学

7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080905 物联网工程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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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

予门类

78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080910T
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
工学

79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082803 风景园林 工学

80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083001 生物工程 工学

81 广东培正学院 020302 金融工程 经济学

82 广东培正学院 080906 数字媒体技术 工学

83 广东培正学院 120901K 旅游管理 管理学

84 南方医科大学 100402
食品卫生与

营养学
理学

85 南方医科大学 100502K 针灸推拿学 医学

86 南方医科大学 101102T 助产学 理学

87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原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020304 投资学 经济学

88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原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080803T 机器人工程 工学

89
广州软件学院（原广州

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90
广州新华学院（原中山

大学新华学院）
120410T 健康服务与管理 管理学

9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

商学院
020102 经济统计学 经济学

9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

商学院
120902 酒店管理 管理学

93
广州华商学院（原广东

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020307T 经济与金融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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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

予门类

94
广州华商学院（原广东

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050306T 网络与新媒体 文学

95
湛江科技学院（原广东

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

96
湛江科技学院（原广东

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082802 城乡规划 工学

97
湛江科技学院（原广东

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120801 电子商务 经济学

98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艺术学

99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130404 摄影 艺术学

100
广州理工学院（原广东技

术师范大学天河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工学

101
广州理工学院（原广东技

术师范大学天河学院）
080906 数字媒体技术 工学

102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080803T 机器人工程 工学

103 广州商学院 080907T 智能科学与技术 工学

104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工学

10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080803T 机器人工程 工学

106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081805K 飞行技术 工学

107
珠海科技学院（原吉林

大学珠海学院）
120410T 健康服务与管理 管理学

108
珠海科技学院（原吉林

大学珠海学院）
120902 酒店管理 管理学

109 广州工商学院 020304 投资学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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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

予门类

110 广州工商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工学

111 广州工商学院 120211T 劳动关系 管理学

112 广州工商学院 120603T 采购管理 管理学

113 广州工商学院 120801 电子商务 经济学

114 广东科技学院 050207 日语 文学

115 广东科技学院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
工学

116 广东科技学院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工学

117 广东科技学院 130503 环境设计 艺术学

118 广东理工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工学

119 广东理工学院 120203K 会计学 管理学

120 广东理工学院 120801 电子商务 管理学

121 广东理工学院 130501 艺术设计学 艺术学

122 广东理工学院 130503 环境设计 艺术学

123
东莞城市学院（原东莞

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130206 舞蹈编导 艺术学

124
东莞城市学院（原东莞

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020304 投资学 经济学

125
东莞城市学院（原东莞

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050107T 秘书学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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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

予门类

126
东莞城市学院（原东莞

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080205 工业设计 工学

127
广州南方学院（原中山

大学南方学院）
050209 朝鲜语 文学

128
广州南方学院（原中山

大学南方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工学

129
广州南方学院（原中山

大学南方学院）
080906 数字媒体技术 工学

130
广州南方学院（原中山

大学南方学院）
120210 文化产业管理 管理学

131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020305T 金融数学 经济学

132 南方科技大学 080803T 机器人工程 工学

133 广东开放大学 020307T 经济与金融 经济学

134 广东开放大学 030302 社会工作 法学

135 广东开放大学 040106 学前教育 教育学

136 广东开放大学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工学

137 广东开放大学 081001 土木工程 工学

138 广东开放大学 120801 电子商务 管理学

备注：1.本表按照学位授予单位代码排序；

2.特设专业和国家控制布点专业代码中，“T”、“K”字母为管理字段，学位授予信息报送（备

案）系统中所有专业代码以六位数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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