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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教育厅文件 
 

湘教发〔2021〕33 号 

 

 

关于下达 2021年度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 

招生计划的通知 

 

各相关高职（高专）院校：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

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等文件精神，深入推进我省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2021 年，适度扩大中职专科贯通培养规模。现将 2021

年五年制高职招生计划下达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计划类型。本次下达五年制高职招生计划含五年一贯制计划

和中高职衔接“3+2”分段计划两类，不含公费师范生定向计划。五

年制高职计划不作为学校的计划基数，每年将根据各校办学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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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 

2.计划管理。五年制高职招生计划以独立设置的高职（高专）

院校为计划管理的主体。各学校必须严格按下达的五年制高职招

生计划数执行，不得超计划招生，超计划招收的学生不予办理录

取手续。各学校要合理确定五年制高职办学规模，五年制在校生

数据纳入高职院校基本办学条件监测，学生转入高职阶段时需占

本校当年三年制高职招生计划。 

3.招生录取。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中等职业学校阳光招

生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20〕57 号）要求，从 2020 年起，五

年制高职招生计划一律通过湖南省中等职业教育阳光招生信息平

台公开发布，其录取工作纳入市州招生平台统一管理，优先安排

录取批次，严格规范录取程序。 

4.培养模式。五年一贯制培养是五年均在高职（高专）院校举

办；中高职衔接“3+2”分段培养是前三年中职教育阶段在优质中等

职业教育资源进行，后两年高职教育阶段在高职（高专）院校进

行。 

5.教学管理。五年制高职培养整体教学方案、教学质量控制、

学籍管理和证书发放等由高职（高专）院校统一组织和管理。各

单位要规范办学行为，维护办学秩序，确保五年制高职教育质量。

除经我厅批准的中高职衔接试点项目外，不得以联合办学的名义

举办分校和校外办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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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1 年五年一贯制高职教育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 

2．2021 年中高职衔接“3+2”分段制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 

 

 

湖南省教育厅 

2021 年 7 月 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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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五年一贯制高职教育 

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 

 
学校及专业名称 学制 计划数 备注 

吉首大学 合计 100  

小学教育 五年 50  

学前教育 五年 50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合计 200  

戏曲表演 五年 55  

音乐剧表演 五年 30  

戏剧影视表演 五年 30  

舞蹈表演 五年 45  

人物形象设计 五年 40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40  

数控技术 五年 40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500  

机电一体化技术 五年 50  

模具设计与制造技术 五年 50  

数控技术 五年 5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五年 50  

大数据与会计 五年 50  

建筑工程技术 五年 50  

旅游管理 五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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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及专业名称 学制 计划数 备注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五年 100  

物联网应用技术 五年 50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600  

数控技术 五年 60  

智能焊接技术 五年 40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五年 50  

航空发动机装配调试技术 五年 50  

机电一体化技术 五年 50  

应用电子技术 五年 50  

民航运输服务 五年 50  

航空物流管理 五年 40  

移动商务 五年 40  

大数据与会计 五年 50  

软件技术（游戏软件方向） 五年 60  

旅游管理 五年 60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合计 300  

学前教育 五年 200  

小学教育 五年 10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800  

畜牧兽医 五年 50  

应用英语 五年 60  

学前教育 五年 6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五年 60  

新能源汽车技术 五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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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及专业名称 学制 计划数 备注 

健康管理 五年 50  

旅游管理 五年 60  

工艺美术品设计 五年 60  

服装与服饰设计 五年 60  

工业机器人技术 五年 60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五年 60  

模具设计与制造 五年 60  

大数据与会计 五年 60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五年 350  

大数据与会计 五年 100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五年 100  

机电一体化技术 五年 100  

模具设计与制造 五年 50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500  

电梯工程技术 五年 110  

旅游管理 五年 60  

动物医学 五年 60  

建筑工程技术 五年 10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五年 110  

服装与服饰设计 五年 60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400  

机电一体化技术 五年 70  

应用电子技术 五年 40  

建筑工程技术 五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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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及专业名称 学制 计划数 备注 

计算机应用技术 五年 5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五年 50  

移动商务 五年 50  

服装与服饰设计 五年 40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五年 50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合计 200  

国际标准舞 五年 40  

运动训练 五年 16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50  

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 五年 50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合计 150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五年 50  

安全技术与管理 五年 50  

职业健康安全技术 五年 50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合计 50  

戏曲表演 五年 50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合计 426  

小学教育 五年 246  

学前教育 五年 180  

长沙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合计 100  

早期教育 五年 50  

舞蹈表演 五年 50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合计 256  

学前教育 五年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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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及专业名称 学制 计划数 备注 

戏曲表演 五年 42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合计 800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五年 70  

护理 五年 80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 40  

电子商务 五年 35  

新能源汽车技术 五年 35  

软件技术 五年 75  

建筑工程技术 五年 40  

工程造价 五年 3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五年 70  

空中乘务 五年 60  

学前教育 五年 80  

小学教育 五年 80  

艺术设计 五年 35  

印刷媒体技术 五年 35  

大数据与会计 五年 35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合计 800  

护理 五年 300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 60  

学前教育 五年 150  

建筑工程技术 五年 60  

汽车电子技术 五年 55  

电子商务 五年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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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及专业名称 学制 计划数 备注 

小学教育 五年 120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合计 800  

电子商务 五年 100  

跨境电子商务 五年 40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五年 40  

工业机器人技术 五年 40  

现代通信技术 五年 40  

建设工程管理 五年 60  

计算机应用技术 五年 60  

体育教育 五年 100  

学前教育 五年 140  

大数据技术 五年 40  

机电一体化技术 五年 60  

艺术设计 五年 40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五年 40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200  

机电一体化技术 五年 8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五年 80  

电子商务 五年 4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合计 600  

软件技术 五年 30  

市场营销 五年 30  

电子商务 五年 30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五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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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及专业名称 学制 计划数 备注 

工程造价 五年 30  

应用电子技术 五年 3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五年 30  

大数据与会计 五年 30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五年 30  

建筑室内设计 五年 30  

工商企业管理 五年 30  

建筑工程技术 五年 30  

工业机器人技术 五年 30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五年 30  

现代物流管理 五年 30  

旅游管理 五年 30  

播音与主持 五年 30  

学前教育 五年 30  

空中乘务 五年 30  

护理 五年 30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300  

智能焊接技术 五年 300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合计 638  

商务英语 五年 100  

应用日语 五年 60  

应用法语 五年 50  

护理 五年 150  

大数据技术 五年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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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及专业名称 学制 计划数 备注 

大数据与会计 五年 60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五年 38  

学前教育 五年 60  

小学英语教育 五年 60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合计 325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 110  

建筑室内设计 五年 105  

电子商务 五年 55  

大数据与会计 五年 55  

潇湘职业学院 合计 600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 70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 7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五年 70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 70  

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 80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 80  

电子商务 五年 80  

婴幼儿托育 五年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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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中高职衔接“3+2”分段制 

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 
 

高职高专院校代码名称 

及专业名称 
学制 计划数 衔接的中职学校名称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100 1 所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3+2 50 
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 

数控技术 3+2 50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250 3 所 

视觉传达设计 3+2 50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广告艺术设计 3+2 50 
浏阳市职业中专 

跨境电子商务 3+2 50 

建筑工程技术 3+2 50 
长沙建筑工程学校 

工程造价 3+2 50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300 3 所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3+2 50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3+2 5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3+2 50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汽车智能技术 3+2 50 

数字媒体技术 3+2 50 
泸溪县第一职业中学 

电子商务 3+2 50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300 4 所 

建筑工程技术 3+2 50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3+2 50 
湖南省商业职业中等职业学校 

旅游管理 3+2 50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3+2 50 永兴县职业中专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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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院校代码名称 

及专业名称 
学制 计划数 衔接的中职学校名称 

计算机应用技术 3+2 50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3+2 50 涟源市工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合计 100 2 所 

机电一体化技术 3+2 50 衡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3+2 50 岳阳市网络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200 4 所 

大数据与会计 3+2 50 长沙财经学校 

电子商务 3+2 50 平江县职业技术学校 

茶艺与茶文化 3+2 50 安化县职业中专学校 

电子商务 3+2 50 溆浦县职业中专学校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550 4 所 

数控技术 3+2 50 

湖南省工业贸易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3+2 50 

新能源汽车技术 3+2 50 

园林技术 3+2 50 
湘潭生物机电学校 

畜牧兽医 3+2 50 

园林技术 3+2 50 

汨罗市职业中专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3+2 50 

计算机应用技术 3+2 50 

机电一体化技术 3+2 50 

湖南省永州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3+2 50 

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 3+2 50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合计 150 2 所 

生物制药技术 3+2 50 
津市职业中专学校 

药品质量与安全 3+2 50 

餐饮智能管理 3+2 50 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合计 250 3 所 

服装设计与工艺 3+2 50 

株洲市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应用电子技术 3+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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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院校代码名称 

及专业名称 
学制 计划数 衔接的中职学校名称 

电子商务 3+2 5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2 50 郴州工业交通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2 50 衡东县职业中专学校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合计 300 3 所 

陶瓷设计与工艺 3+2 50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3+2 50 

计算机网络技术 3+2 50 
东安县职业中专学校 

 电子商务 3+2 50 

机电一体化技术 3+2 50 
华容县职业中专 

服装与服饰设计 3+2 50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合计 150 2 所 

电子商务 3+2 50 湖南省商业职业中等职业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3+2 50 
邵阳工业学校 

室内艺术设计 3+2 50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150 2 所 

机电一体化技术 3+2 50 
湘潭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校 

数控技术 3+2 50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3+2 50 湘潭县职业技术学校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100 1 所 

物联网应用技术 3+2 50 
衡东县职业中专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3+2 50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250 4 所 

护理 3+2 50 核工业卫生学校 

护理 3+2 50 
娄底市第一职业中学 

大数据与会计 3+2 50 

应用电子技术 3+2 50 冷水江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3+2 50 双峰县职业中专学校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300 3 所 

助产 3+2 50 
核工业卫生学校 

药学 3+2 50 

工业机器人技术 3+2 50 
永州工商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旅游管理 3+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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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院校代码名称 

及专业名称 
学制 计划数 衔接的中职学校名称 

计算机应用技术 3+2 50 

计算机网络技术 3+2 50 祁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150 3 所 

环境监测技术 3+2 50 湘阴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环境监测技术 3+2 50 湖南省湘北职业中专学校 

环境监测技术 3+2 50 新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100 1 所 

空中乘务 3+2 50 
岳阳市湘北女子职业学校 

旅游管理 3+2 50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合计 595 4 所 

学前教育 3+2 100 华容县职业中专 

旅游管理 3+2 45 常德财经中等专业学校 

旅游管理 3+2 50 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学前教育 5+0 400 益阳师范学校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合计 100 1 所 

学前教育 3+2 100 郴州综合职业中专学校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100 2 所 

建筑工程技术 3+2 50 平江县职业技术学校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3+2 50 湘乡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525 2 所 

大数据与会计 3+2 85 

常德财经中等专业学校 

电子商务 3+2 90 

机电一体化技术 3+2 45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3+2 45 

计算机网络技术 3+2 45 

新能源汽车技术 3+2 85 

常德汽车机电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2 85 

环境艺术设计 3+2 45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合计 45 1 所 



－16－ 

高职高专院校代码名称 

及专业名称 
学制 计划数 衔接的中职学校名称 

服装与服饰设计 3+2 45 临澧县职业中专学校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合计 100 1 所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3+2 50 
桂东县职业教育中心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3+2 50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合计 650 4 所 

学前教育 3+2 50 沅陵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学前教育 3+2 100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小学教育 5+0 200 
娄底幼儿师范学校 

学前教育 5+0 200 

学前教育 3+2 100 湖南省芷江民族职业中专学校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50 1 所 

机械装备制造技术 3+2 50 新化县楚怡工业学校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50 1 所 

计算机应用 3+2 50 洞口县职业中专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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