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21〕152号

关于公布 2021 年普通高校
新设本科专业办学合格评估和新增学士学位

授权学科专业评估、新设专科专业
办学水平评估结果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

按照《关于开展 2021年普通高校新设专业办学合格评估和新

增学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评估的通知》（湘教通〔2021〕98号）

部署，我厅组织专家对全省 27所普通本科高校的 70个新设本科

专业、2个新设专科专业进行了评估，确认 72个专业“合格”。评

为“合格”的本科专业，取得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专业建设是高校内涵发展的基础和核心，是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的根本，希望各高校认真总结新专业建设的经验，针对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进行持续改进，不断提高专业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

质量。

附件：2021年普通高校新设本科专业办学合格评估和新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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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评估、新设专科专业办学水平评

估合格名单

湖南省教育厅

2021年 6月 8日



－ 3 －

附件

2021 年普通高校新设本科专业
办学合格评估和新增学士学位授权学科

专业评估、新设专科专业办学水平
评估合格名单

序号 学 校 名 称 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学位授予门类

1 中南大学 基础医学 五年 医学

2 湖南师范大学 翻译 四年 文学

3 湖南师范大学 环境设计 四年 艺术学

4 长沙理工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 四年 工学

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环境生态工程 四年 工学

6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 四年 艺术学

7 湖南工业大学 戏剧影视文学 四年 艺术学

8 湖南工业大学 陶瓷设计与工艺 三年

9 湖南工业大学 材料工程技术 三年

10 湖南工商大学 国际商务 四年 管理学

11 湖南工商大学 音乐表演 四年 艺术学

12 湖南工商大学 物联网工程 四年 工学

13 衡阳师范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四年 文学

14 衡阳师范学院 软件工程 四年 工学

15 湖南文理学院 电子商务及法律 四年 管理学

16 湖南文理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四年 工学

17 湖南文理学院 物联网工程 四年 工学

18 湖南城市学院 舞蹈表演 四年 艺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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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名 称 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学位授予门类

19 湖南城市学院 复合材料与工程 四年 工学

20 湖南城市学院 安全工程 四年 工学

21 邵阳学院 临床医学 五年 医学

22 湖南科技学院 商务英语 四年 文学

23 湖南科技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四年 艺术学

24 湘南学院 舞蹈学 四年 艺术学

25 湘南学院 制药工程 四年 工学

26 湘南学院 卫生检验与检疫 四年 理学

27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社会工作 四年 法学

28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运动训练 四年 教育学

29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四年 艺术学

30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园艺 四年 农学

31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休闲体育 四年 教育学

32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四年 文学

3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物联网工程 四年 工学

34 长沙医学院 眼视光学 四年 理学

35 湖南工学院 金融工程 四年 经济学

36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四年 管理学

37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投资学 四年 经济学

38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商务经济学 四年 经济学

39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金融数学 四年 经济学

40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四年 文学

41 湖南警察学院 网络安全与执法 四年 工学

42 长沙师范学院 电子商务 四年 管理学

43 长沙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四年 文学

44 长沙师范学院 翻译 四年 文学

45 长沙师范学院 艺术与科技 四年 艺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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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名 称 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学位授予门类

46 长沙师范学院 舞蹈学 四年 艺术学

47 湖南医药学院 健康服务与管理 四年 管理学

48 湖南医药学院 卫生检验与检疫 四年 理学

49 湖南医药学院 中药学 四年 理学

50 湖南信息学院 工程管理 四年 管理学

51 湖南信息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四年 经济学

52 湖南信息学院 音乐表演 四年 艺术学

53 湖南信息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四年 艺术学

54 湖南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四年 工学

55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四年 管理学

56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四年 艺术学

57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物联网工程 四年 工学

58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四年 工学

59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园艺 四年 农学

60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市场营销 四年 管理学

61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四年 工学

62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四年 工学

63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四年 工学

64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四年 工学

65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 会计学 四年 管理学

66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 化学 四年 理学

67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 物理学 四年 理学

68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 风景园林 四年 工学

69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 物流管理 四年 管理学

70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 美术学 四年 艺术学

71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 财务管理 四年 管理学

72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 日语 四年 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