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陕西省普通中等专业教育分学校
招生生源计划
======================================================================

一、五年制高职（一）
高职院校
12935 名
001104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150 名
西安 20 铜川 10 宝鸡 5
咸阳 20 渭南 30 汉中 5
安康 5 商洛 5 延安 5
榆林 10 杨凌 35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02 护理
03 医学影像技术
001108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200 名
西安 20 铜川 20 宝鸡 20
咸阳 60 渭南 20 汉中 10
安康 10 商洛 10 延安 10
榆林 10 杨凌 10
01 现代通信技术
02 电子商务
03 动漫制作技术
001110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230 名
西安 15 铜川 3 宝鸡 10

咸阳 20 渭南 15 汉中 146
安康 5 商洛 3 延安 5
榆林 5 杨凌 3
01 数控技术
02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03 电气自动化技术
04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05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06 大数据与会计
001111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150 名
西安 78 铜川 5 宝鸡 5
咸阳 15 渭南 15 汉中 5
安康 10 商洛 5 延安 5
榆林 5 杨凌 2
01 学前教育
02 广告艺术设计
03 室内艺术设计
001113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400 名
西安 215 铜川 5 宝鸡 15
咸阳 35 渭南 40 汉中 10
安康 10 商洛 10 延安 45
榆林 10 杨凌 5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02 电气自动化技术
03 应用电子技术
04 动漫制作技术
05 大数据与会计
06 电子商务
07 现代物流管理
08 旅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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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环境艺术设计
10 学前教育
001114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560 名
西安 20 铜川 435 宝鸡 10
咸阳 20 渭南 30 汉中 10
安康 10 商洛 5 延安 10
榆林 5 杨凌 5
01 护理
02 药学
03 学前教育
04 机电一体化技术
05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06 建筑工程技术
07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001115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600 名
西安 20 铜川 5 宝鸡 450
咸阳 50 渭南 15 汉中 5
安康 5 延安 30 榆林 5
杨凌 15
01 大数据与会计
02 医学影像技术
03 学前教育
04 工程造价
05 护理
06 机械设计与制造
07 机电一体化技术
08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09 药学
001117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1400 名

西安 200 铜川 25 宝鸡 10
咸阳 40 渭南 940 汉中 5
安康 30 商洛 15 延安 120
榆林 10 杨凌 5
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02 学前教育
03 电子商务
04 护理
05 助产
06 畜牧兽医
001118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1150 名
西安 40 铜川 10 宝鸡 30
咸阳 30 渭南 40 汉中 900
安康 30 商洛 20 延安 20
榆林 20 杨凌 10
01 园林技术
02 畜牧兽医
03 康复治疗技术
04 药学
05 护理
06 建筑工程技术
07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08 应用电子技术
09 旅游管理
10 大数据与会计
001119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1150 名
西安 2 渭南 2 汉中 2
安康 1144
01 建筑工程技术
02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04 护理
05 助产
06 药学
07 医学检验技术
08 老年保健与管理
09 医学影像技术
10 大数据与会计
11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2 学前教育

13 小学教育
001120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950 名
西安 20 铜川 5 宝鸡 5
咸阳 10 渭南 30 汉中 5
安康 5 商洛 850 延安 10
榆林 5 杨凌 5
01 建筑工程技术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
03 护理
04 药学
05 医学影像技术
06 学前教育
07 助产
08 小学教育
09 大数据技术
001121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800 名
延安 700 榆林 100
01 园艺技术
02 畜牧兽医
03 建筑工程技术
04 机电一体化技术
05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06 石油化工技术
07 护理
08 大数据与会计
09 电子商务
10 旅游管理
11 舞蹈表演
12 学前教育
001123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630 名
西安 160 铜川 35 宝鸡 55
咸阳 75 渭南 80 汉中 35
安康 35 商洛 40 延安 65
榆林 40 杨凌 10
01 建设工程管理
02 工程造价
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04 空中乘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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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大数据技术
06 旅游管理
07 学前教育
001125
陕西电子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80 名
西安 7 铜川 5 宝鸡 5
咸阳 16 渭南 17 汉中 8
安康 5 商洛 5 延安 5
榆林 5 杨凌 2
01 数控技术
02 现代物流管理
03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00112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500 名
西安 60 铜川 15 宝鸡 30
咸阳 50 渭南 80 汉中 30
安康 50 商洛 20 延安 120
榆林 40 杨凌 5
01 建设工程管理
02 护理
03 中药学
04 口腔医学技术
05 医学美容技术
001128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600 名
西安 80 铜川 40 宝鸡 40
咸阳 50 渭南 65 汉中 50
安康 50 商洛 65 延安 70
榆林 80 杨凌 10
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03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04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05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06 新能源汽车技术
07 工业机器人技术
001130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260 名
西安 60 铜川 10 宝鸡 25
咸阳 30 渭南 35 汉中 20
安康 15 商洛 15 延安 20

榆林 20 杨凌 10
01 建筑工程技术
02 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
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04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05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07 计算机网络技术
08 大数据技术
09 软件技术
10 大数据与会计
11 电子商务
12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001141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900 名
西安 260 铜川 50 宝鸡 80
咸阳 100 渭南 80 汉中 80
安康 50 商洛 40 延安 50
榆林 75 杨凌 35
01 护理
02 药学
03 医学检验技术
04 医学影像技术
001146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350 名
西安 25 铜川 15 宝鸡 190
咸阳 30 渭南 25 汉中 10
安康 10 商洛 10 延安 10
榆林 10 杨凌 15
01 建筑工程技术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
03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04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05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06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07 动漫制作技术
08 大数据与会计
001147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600 名
咸阳 5 延安 15 榆林 580

01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02 建筑工程技术
03 数控技术
04 机电一体化技术
05 应用化工技术
06 大数据与会计
07 现代物流管理
08 学前教育
001148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80 名
西安 10 铜川 10 宝鸡 10
咸阳 10 渭南 10 汉中 5
安康 5 商洛 5 延安 5
榆林 5 杨凌 5
01 烹调工艺与营养
02 旅游管理
001150
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
机电学院 400 名
西安 160 铜川 3 宝鸡 20
咸阳 100 渭南 35 汉中 6
安康 10 商洛 30 延安 27
榆林 7 杨凌 2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02 电气自动化技术
03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001151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40 名
西安 20 铜川 2 宝鸡 2
咸阳 2 渭南 2 汉中 2
安康 2 商洛 2 延安 2
榆林 2 杨凌 2
01 学前教育
001152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605 名
西安 215 铜川 20 宝鸡 20
咸阳 60 渭南 65 汉中 10
安康 45 商洛 30 延安 110
榆林 25 杨凌 5
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02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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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大数据与会计
04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05 旅游英语
06 旅游管理
07 工业机器人技术
08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09 机电一体化技术
10 学前教育
11 护理
001154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150 名
西安 5 咸阳 5 延安 5
榆林 135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02 应用化工技术

（二）三二分段制五
年制高职 15680 名
301001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与靖边县 职业教育 中心
联办）150 名
榆林 150
01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化工
机械与设备]
02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3 应 用化工 技术[ 化学工
艺]
301002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与陕西省 电子信息 学校
联办）400 名
西安 176 铜川 10 宝鸡 10
咸阳 70 渭南 60 汉中 10
安康 10 商洛 22 延安 16
榆林 10 杨凌 6

01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
网络技术]
02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03 现代物流管理[物流服务
与管理]
04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5 工业机器人技术[工业机
器人技术应用]
06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技
术应用]
301003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与礼泉县 职业技术 教育
中心联办）90 名
咸阳 90
01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机电
技术应用]
02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3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301004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与陕西省 建筑材料 工业
学校联办）100 名
西安 30 铜川 2 宝鸡 4
咸阳 20 渭南 10 汉中 2
安康 5 商洛 10 延安 10
榆林 5 杨凌 2
01 电气自动化技术[智能设
备运行与维护]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技
术应用]
03 电 子商务 [电子 技术应
用]
301005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与眉县职 业教育中 心联
办）120 名
西安 18 宝鸡 90 咸阳 9
杨凌 3
01 智能焊接技术[焊接技术

应用]
02 工业机器人技术[工业机
器人技术应用]
301006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与西北工 业学校联 办）
120 名
西安 12 铜川 3 宝鸡 3
咸阳 60 渭南 12 汉中 6
安康 6 商洛 6 延安 6
榆林 6
01 数 控技术 [数控 技术应
用]
02 电气自动化技术[电气设
备运行与控制]
03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
网络技术]
301007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与陕西省 渭南工业 学校
联办）120 名
西安 10 铜川 4 宝鸡 6
咸阳 9 渭南 70 汉中 3
安康 4 商洛 4 延安 4
榆林 3 杨凌 3
01 数 控技术 [数控 技术应
用]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设
备运行与维护]
03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301008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与咸阳市 秦都区职 业教
育中心联办）80 名
西安 5 铜川 2 宝鸡 2
咸阳 57 渭南 2 汉中 2
安康 2 商洛 2 延安 2
榆林 2 杨凌 2
01 工业机器人技术[工业机
器人技术应用]
302001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与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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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县职业中 等专业学 校联
办）160 名
西安 13 铜川 10 宝鸡 13
咸阳 13 渭南 10 汉中 5
安康 5 商洛 5 延安 61
榆林 10 杨凌 15
01 园艺技术[园艺技术]
02 畜 牧兽医 [畜禽 生产技
术]
03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新
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04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05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高速铁路乘务]
302002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 省水利技 工学校联 办）
400 名
西安 80 铜川 16 宝鸡 24
咸阳 80 渭南 40 汉中 16
安康 16 商洛 24 延安 64
榆林 16 杨凌 24
01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
02 建 筑 工 程 技 术 [ 建 筑 施
工]
03 电气自动化技术[电气自
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04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与维修]
302003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交通技师学院联办）40 名
西安 8 铜川 2 宝鸡 3
咸阳 10 渭南 4 汉中 2
安康 2 商洛 2 延安 2
榆林 3 杨凌 2
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维修]
302004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省石油化工学校联办）80
名
西安 20 铜川 3 宝鸡 3
咸阳 12 渭南 6 汉中 3
安康 3 商洛 3 延安 6
榆林 6 杨凌 15
01 电气自动化技术[工业自
动化仪表及应用]
02 石 油化工 技术[ 化学工
艺]
302005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省电子信息学校联办）80
名
西安 20 铜川 4 宝鸡 10
咸阳 10 渭南 10 汉中 2
安康 4 商洛 6 延安 4
榆林 4 杨凌 6
01 现代通信技术[电子信息
技术]
02 应用电子技术[电子技术
应用]
302006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北工业学校联办）80 名
西安 10 铜川 2 宝鸡 10
咸阳 16 渭南 10 汉中 6
安康 6 商洛 6 延安 6
榆林 6 杨凌 2
01 应用电子技术[电子技术
应用]
02 现代通信技术[电子技术
应用]
302007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与米
脂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40 名
榆林 40
01 石 油化工 技术[ 化学工
艺]
302008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 旅游职业 中等专业 学校
联办）40 名
西安 16 铜川 2 宝鸡 4
咸阳 4 渭南 2 汉中 2
安康 2 商洛 2 延安 2
榆林 2 杨凌 2
01 旅游管理[旅游服务与管
理]
303001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 与汉中市 第一职业 中等
专业学校联办）20 名
汉中 20
01 大 数据与 会计[ 会计事
务]
303002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 与陕西铜 川工业技 师学
院联办）40 名
西安 5 铜川 8 宝鸡 2
咸阳 5 渭南 5 汉中 2
安康 2 商洛 3 延安 2
榆林 4 杨凌 2
01 电气自动化技术[电气自
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303003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与西安市卫生学校联办）
80 名
西安 20 铜川 4 宝鸡 7
咸阳 15 渭南 15 汉中 3
安康 3 商洛 4 延安 4
榆林 3 杨凌 2
01 护理[护理]
02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检验
技术]
303004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 与彬州市 职业教育 中心
联办）40 名
铜川 5 宝鸡 5 咸阳 20
榆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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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技
术应用]
303005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 与陕西省 石油化工 学校
联办）120 名
西安 60 铜川 3 宝鸡 3
咸阳 15 渭南 12 汉中 3
安康 3 商洛 3 延安 12
榆林 6
01 应 用化工 技术[ 化学工
艺]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
网络技术]
03 电气自动化技术[工业自
动化仪表及应用]
303007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 与咸阳未 来科技职 业学
校联办）40 名
西安 4 铜川 4 宝鸡 2
咸阳 15 渭南 3 汉中 3
安康 4 延安 5
01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
应用]
303008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 与陕西能 源技工学 校联
办）80 名
渭南 80
01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
应用与维修]
02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煤矿
技术（综合机械化采煤）]
305003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 与西安市 阎良区职 教中
心联办）80 名
西安 38 铜川 4 宝鸡 4
咸阳 12 渭南 20 杨凌 2
01 应用电子技术[电子技术
应用]

02 空中乘务[航空服务]
306001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与陕西省商业学校联办）
120 名
西安 4 宝鸡 2 咸阳 6
渭南 2 汉中 98 安康 3
商洛 2 延安 3
01 大 数据技 术[计 算机应
用]
02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03 大 数据与 会计[ 会计事
务]
306002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与陕西省商贸学校联办）
120 名
西安 23 铜川 6 宝鸡 8
咸阳 33 渭南 10 汉中 4
安康 5 商洛 13 延安 8
榆林 6 杨凌 4
01 大 数据与 会计[ 会计事
务]
02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03 旅游管理[旅游服务与管
理]
306003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 与蓝田县 职业教育 中心
联办）80 名
西安 80
01 大 数据与 会计[ 会计事
务]
02 大 数据技 术[计 算机应
用]
306004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 与韩城市 职业中等 专业
学校联办）40 名
渭南 40
01 旅游管理[旅游服务与管
理]

306006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 与陕西省 第二商贸 学校
联办）105 名
西安 3 铜川 1 宝鸡 90
咸阳 2 渭南 2 汉中 2
安康 1 商洛 1 延安 1
榆林 1 杨凌 1
01 大 数据与 会计[ 会计事
务]
02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03 大 数据技 术[计 算机应
用]
307001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 与镇安县 职业高级 中学
联办）40 名
商洛 40
0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307002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 与眉县职 业教育中 心联
办）40 名
西安 7 宝鸡 30 咸阳 2
杨凌 1
01 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
汽车运用与维修]
307003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与西北工业学校联办）40
名
西安 10 宝鸡 2 咸阳 8
渭南 6 汉中 2 安康 2
商洛 2 延安 2 榆林 6
0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
车车身修复]
307004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 与陕西交 通技师学 院联
办）120 名
西安 44 铜川 6 宝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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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 28 渭南 11 汉中 2
安康 3 商洛 2 延安 11
榆林 9
01 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
汽车检测与维修]
02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03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公
路施工与养护]
307005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 与西安实 验职业中 等专
业学校联办）40 名
西安 28 宝鸡 2 咸阳 2
渭南 2 商洛 2 延安 4
0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308001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 省建筑材 料工业学 校联
办）200 名
西安 80 铜川 10 宝鸡 10
咸阳 20 渭南 20 汉中 5
安康 8 商洛 6 延安 24
榆林 12 杨凌 5
01 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技
术应用]
02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建
筑工程施工]
03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建筑
材料智能生产技术]
308002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省石油化工学校联办）80
名
西安 32 铜川 2 宝鸡 2
咸阳 30 渭南 2 汉中 2
安康 2 商洛 2 延安 2
榆林 2 杨凌 2
01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
网络技术]

309001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与陕西省建筑材料工
业学校联办）100 名
西安 20 铜川 5 宝鸡 5
咸阳 10 渭南 25 汉中 4
安康 6 商洛 8 延安 10
榆林 5 杨凌 2
01 工程测量技术[建筑工程
施工]
02 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
施工]
309002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与陕西省渭南工业学
校联办）130 名
西安 20 铜川 10 宝鸡 10
咸阳 15 渭南 35 汉中 10
安康 5 商洛 10 延安 5
榆林 5 杨凌 5
01 智能焊接技术[焊接技术
应用]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设
备运行与维护]
03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交通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
309003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与陕西省电子信息学
校联办）200 名
西安 55 铜川 10 宝鸡 20
咸阳 27 渭南 35 汉中 5
安康 5 商洛 15 延安 15
榆林 10 杨凌 3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技
术应用]
02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数控技术应用]
03 工程物流管理[物流服务
与管理]
309004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与洋县职业技术教育
中心联办）20 名
汉中 20
01 智能焊接技术 [焊接技
术应用]
310002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 与陕西省 城固师范 学校
联办）80 名
汉中 80
01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机械
加工技术]
02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电子
技术应用]
310003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 与陕西省 机械高级 技工
学校联办）40 名
西安 5 汉中 25 安康 10
01 数控技术[数控加工（数
控车工）]
02 数控技术[数控加工（数
控铣工）]
310006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 与洋县职 业技术教 育中
心联办）40 名
汉中 40
01 数 控技术 [数控 技术应
用]
310007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 与咸阳理 工职业学 校联
办）200 名
西安 55 铜川 5 宝鸡 5
咸阳 80 渭南 20 安康 5
商洛 5 延安 5 榆林 5
杨凌 15
01 数 控技术 [数控 技术应
用]
02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数控
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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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电气自动化技术[电子技
术应用]
04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数控技术应用]
05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电子
技术应用]
310009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 与乾县职 业教育中 心联
办）40 名
咸阳 40
01 智能焊接技术[焊接技术
应用]
310010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 与杨凌中 等职业学 校联
办）40 名
西安 10 宝鸡 10 咸阳 10
杨凌 10
01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机械
加工技术]
311001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 与礼泉县 职业技术 教育
中心联办）80 名
咸阳 80
01 现代通信技术[电子技术
应用]
02 动漫制作技术[计算机应
用]
311002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 与咸阳市 秦都区职 业教
育中心联办）40 名
西安 5 铜川 2 宝鸡 2
咸阳 17 渭南 2 汉中 2
安康 2 商洛 2 延安 2
榆林 2 杨凌 2
01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311005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 与韩城市 职业中等 专业

学校联办）40 名
渭南 40
01 现代通信技术[现代通信
技术应用]
311007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 与西安现 代职业高 中联
办）80 名
西安 46 铜川 2 宝鸡 4
咸阳 8 渭南 4 汉中 4
安康 2 商洛 2 延安 2
榆林 4 杨凌 2
01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现代
通信技术应用]
02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
311009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与陕西省商业学校联办）
100 名
西安 4 宝鸡 4 咸阳 2
渭南 2 汉中 78 安康 2
商洛 2 延安 6
01 现代通信技术[电子技术
应用]
02 数字媒体技术[计算机应
用]
03 动漫制作技术[计算机应
用]
312002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与西
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联办）
200 名
西安 150 铜川 5 宝鸡 5
咸阳 5 渭南 5 汉中 5
安康 5 商洛 5 延安 5
榆林 5 杨凌 5
01 大 数据技 术[计 算机应
用]
02 旅游管理[旅游服务与管
理]
03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4 舞 蹈表演 [社会 文化艺

术]
05 大 数据与 会计[ 会计事
务]
312004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与西
安 实验职业 中等专业 学校
联办）40 名
西安 26 宝鸡 2 咸阳 2
渭南 2 商洛 2 延安 4
杨凌 2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2005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与西
安城市科技职业学校联办）
80 名
西安 10 铜川 10 宝鸡 10
咸阳 10 渭南 10 汉中 10
安康 5 商洛 5 延安 5
榆林 5
0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02 大 数据技 术[计 算机应
用]
312006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与陕
西省石油化工学校联办）40
名
西安 27 铜川 1 宝鸡 2
咸阳 2 渭南 2 汉中 1
安康 1 商洛 1 延安 2
榆林 1
01 大数据技术[计算机网络
技术]
313001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与韩
城 市职业中 等专业学 校联
办）120 名
渭南 120
01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02 工业机器人技术[工业机
器人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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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技
术应用]
313003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与子
洲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160 名
榆林 160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02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03 烹饪工艺与营养[中餐烹
饪]
04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3007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与西
安现代职业高中联办）80 名
西安 50 铜川 2 宝鸡 4
咸阳 4 渭南 4 汉中 4
安康 2 商洛 2 延安 2
榆林 4 杨凌 2
01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技
术应用]
313008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与陕西
省渭南工业学校联办）40 名
西安 6 铜川 2 宝鸡 4
咸阳 6 渭南 10 汉中 2
安康 2 商洛 2 延安 2
榆林 2 杨凌 2
01 工业机器人技术[工业机
器人技术应用]
314001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 与西北工 业学校联 办）
200 名
西安 30 铜川 10 宝鸡 30
咸阳 30 渭南 30 汉中 10
安康 10 商洛 10 延安 15
榆林 15 杨凌 10
01 智能控制技术[电子技术

应用]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
网络技术]
03 动漫制作技术[计算机应
用]
0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
技术[电子技术应用]
05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314002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 与陕西省 第二商贸 学校
联办）80 名
西安 10 铜川 3 宝鸡 20
咸阳 10 渭南 10 汉中 4
安康 4 商洛 2 延安 5
榆林 10 杨凌 2
01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高速
铁路乘务]
02 汽 车 技 术 服 务 与 营 销
[汽车美容与装潢]
314005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 与陕西交 通技师学 院联
办）120 名
西安 20 铜川 8 宝鸡 15
咸阳 25 渭南 8 汉中 8
安康 6 商洛 8 延安 10
榆林 10 杨凌 2
01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交通
客运服务]
02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公
路施工与养护]
03 汽 车 制 造 与 试 验 技 术
[汽车维修]
314007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 与乾县职 业教育中 心联
办）120 名
咸阳 120
01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02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03 工业机器人技术[工业机
器人技术应用]
314008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 与陕西省 机械高级 技工
学校联办）200 名
西安 10 宝鸡 30 咸阳 10
汉中 120 安康 30
01 动漫制作技术[计算机广
告制作]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
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03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维修]
04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城市
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
05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饭店(酒店)服务]
315010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与千
阳 县职业中 等专业学 校联
办）40 名
宝鸡 40
01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315011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 省自强中 等专业学 校联
办）40 名
西安 2 铜川 2 宝鸡 10
咸阳 2 渭南 4 汉中 2
安康 2 商洛 2 延安 10
榆林 2 杨凌 2
01 康复治疗技术[中医康复
技术]
316001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与长
武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80
名
咸阳 80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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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技
术应用]
316002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与咸
阳 市秦都区 职业教育 中心
联办）450 名
西安 25 铜川 5 宝鸡 10
咸阳 385 渭南 5 汉中 2
安康 2 商洛 2 延安 10
榆林 2 杨凌 2
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2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数字
媒体技术应用]
04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6003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与扶风
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40 名
宝鸡 40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316004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与彬州
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80 名
西安 3 铜川 3 宝鸡 3
咸阳 71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2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数字
媒体技术应用]
316005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 省泾阳职 业中等专 业学
校联办）30 名
西安 3 咸阳 27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600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与礼
泉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40 名
咸阳 40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6007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与乾
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30 名
咸阳 30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6009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与三
原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30 名
西安 3 铜川 1 咸阳 26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6010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与永寿
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40 名
咸阳 40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6011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与咸
阳 市渭城高 级职业中 学联
办）30 名
咸阳 30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6012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与兴平
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30 名
咸阳 30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316014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与旬
邑县职教中心联办）30 名
咸阳 30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6015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 省建筑材 料工业学 校联
办）50 名
西安 15 铜川 2 宝鸡 2
咸阳 15 渭南 8 汉中 2
安康 2 商洛 4
01 电梯工程技术[智能设备

运行与维护]
316016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北工业学校联办）60 名
西安 6 宝鸡 2 咸阳 36
渭南 6 汉中 2 安康 2
商洛 2 延安 2 榆林 2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技
术应用]
02 石 油化工 技术[ 化学工
艺]
317001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 旅游职业 中等专业 学校
联办）200 名
西安 148 铜川 3 宝鸡 5
咸阳 10 渭南 6 汉中 3
安康 3 商洛 9 延安 6
榆林 4 杨凌 3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2 旅游管理 [旅游服务与
管理]
03 动漫制作技术[动漫与游
戏制作]
317002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市阎良区职教中心联办）
80 名
西安 72 咸阳 2 渭南 6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2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317003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 实验职业 中等专业 学校
联办）40 名
西安 30 宝鸡 2 咸阳 3
渭南 3 杨凌 2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317004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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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名
西安 60 铜川 3 宝鸡 3
咸阳 3 渭南 3 汉中 3
安康 3 商洛 3 延安 3
榆林 3 杨凌 3
01 大 数据与 会计[ 会计事
务]
02 动漫制作技术[计算机
应用]
03 电子产品制造技术[电
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317005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 综合职业 中等专业 学校
联办）120 名
西安 100 铜川 2 宝鸡 2
咸阳 3 渭南 2 汉中 2
安康 2 商洛 2 延安 3
榆林 2
01 大 数据与 会计[ 会计事
务]
02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3 动漫制作技术[动漫与游
戏制作]
317006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 市高陵区 职业技术 教育
中心联办）65 名
西安 65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加
工技术]
317008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陕西
省电子信息学校联办 40 名
西安 7 铜川 2 宝鸡 6
咸阳 5 渭南 5 汉中 1
安康 2 商洛 4 延安 4
榆林 3 杨凌 1
01 动漫制作技术[数字媒体
技术应用]
317009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现代职业高中联办）40 名
西安 10 铜川 2 宝鸡 4
咸阳 4 渭南 4 汉中 4
安康 2 商洛 2 延安 2
榆林 4 杨凌 2
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电子
技术应用]
317010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 市临潼区 徐杨高级 职业
中学联办）80 名
西安 80
01 餐饮智能管理[高星级饭
店运营与管理]
02 旅游管理[旅游服务与管
理]
317011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 市灞桥区 职业教育 中心
联办）120 名
西安 120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平面设计]
02 电气自动化技术[电气设
备运行与控制]
03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317012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市长安区职教中心联办）
80 名
西安 80
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2 电梯工程技术[智能设备
运行与维护]
317013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周
至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40
名
西安 40

01 应用电子技术[电子技术
应用]
317014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涉外职业高中联办）40 名
西安 5 铜川 5 宝鸡 5
咸阳 5 渭南 5 汉中 5
安康 4 商洛 1 延安 2
榆林 2 杨凌 1
0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铁道运输服务]
317015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 市导游礼 仪职业学 校联
办）40 名
西安 13 铜川 3 宝鸡 6
咸阳 3 渭南 6 汉中 2
安康 3 商洛 1 延安 1
榆林 1 杨凌 1
01 旅游管理[旅游服务与管
理]
317016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 生物医药 技术职业 学校
联办）40 名
西安 10 铜川 2 宝鸡 2
咸阳 3 渭南 2 汉中 2
安康 5 商洛 2 延安 5
榆林 2 杨凌 5
01 药品生产技术[制药技术
应用]
317017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镇
安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40
名
商洛 40
01 动漫制作技术[计算机平
面设计]
317018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市鄠邑区职教中心联办）
6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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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60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02 动漫制作技术[动漫与游
戏制作]
318001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医科学校联办）180 名
西安 10 铜川 12 宝鸡 10
咸阳 10 渭南 13 汉中 10
安康 41 商洛 31 延安 8
榆林 15 杨凌 20
01 护理[护理]
02 药学[药剂]
03 医学影像技术[医学影像
技术]
04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检验
技术]
05 康 复治疗 技术[ 康复技
术]
318002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与山
阳 县职业教 育中心联 办）
120 名
商洛 120
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2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3 大数据技术 [计算机应
用]
318003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与商
南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80 名
商洛 80
01 护理[护理]
02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8004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与柞
水 县职业中 等专业学 校联
办）40 名
商洛 40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8005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与丹
凤 县职业技 术教育培 训中
心联办）80 名
商洛 80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2 护理[护理]
318006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与商
州 区职业高 级中学联 办）
120 名
商洛 120
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2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3 大数据技术 [计算机应
用]
318007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与旬
阳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80 名
安康 80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技
术应用]
02 护理[护理]
318008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与镇
安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40
名
商洛 40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8009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与洛
南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80 名
商洛 80
01 护理[护理]
02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8010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 航空医科 职业技术 学校

联办）80 名
西安 10 铜川 10 宝鸡 10
咸阳 10 渭南 10 汉中 10
安康 5 商洛 5 延安 5
榆林 5
01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检验
技术]
02 医学影像技术[医学影像
技术]
319001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 省城固师 范学校联 办）
400 名
汉中 400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9002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省商业学校联办）80 名
西安 10 宝鸡 3 咸阳 3
渭南 2 汉中 55 安康 7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2 旅游管理[旅游服务与管
理]
319003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与汉
中 市南郑区 职业教育 中心
联办）40 名
汉中 40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9004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与勉
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80 名
汉中 80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2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319006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与汉
中 市第一职 业中等专 业学
校联办）20 名
汉 20
01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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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
319007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与城固
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80 名
汉中 80
01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02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319008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与洋
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联办）
40 名
汉中 40
01 应用电子技术[电子技术
应用]
02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319010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与略
阳 县天津职 业技术教 育中
心学校联办）60 名
汉中 60
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2 旅游管理[旅游服务与管
理]
03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9011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 省机械高 级技工学 校联
办）40 名
西安 5 汉中 20 安康 15
01 学前教育[幼儿教育]
319012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市鄠邑区职教中心联办）
40 名
西安 40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19013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乡县职业技术高中联办）40

名
汉中 40
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
网络技术]
320001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与延
安 市宝塔区 职业教育 中心
联办）640 名
延安 640
01 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
施工]
02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3 石 油化工 技术[ 化学工
艺]
04 护理[护理]
05 大 数据与 会计[ 会计事
务]
06 旅游管理[旅游服务与管
理]
07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8 园艺技术[园艺技术]
09 畜 牧兽医 [畜禽 生产技
术]
10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邮轮
乘务]
11 舞蹈表演[舞蹈表演]
12 油气储运技术[油气储运]
13 轮机工程技术[轮机维护
与管理]
320002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 省建筑材 料工业学 校联
办）40 名
西安 10 铜川 2 宝鸡 2
渭南 4 安康 2 商洛 4
延安 10 榆林 6
01 电梯工程技术[智能设备
运行与维护]
320003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与榆
林 市横山区 职业技术 教育
中心联办）120 名
榆林 120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技
术应用]
03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320004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与洛
川 县职业中 等专业学 校联
办）80 名
延安 60 榆林 20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2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320006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与延长
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40 名
延安 40
01 园艺技术[园艺技术]
320007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与甘
泉县职业中学联办）40 名
延安 40
01 旅游管理[旅游服务与管
理]
320008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与延
安 市安塞区 职业教育 中心
联办）40 名
延安 40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320009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与富
县职业中学联办）40 名
延安 40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平面设计]
321001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与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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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职业中 等专业学 校联
办）100 名
渭南 100
01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2 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
施工]
321002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与澄城
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80 名
渭南 80
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2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21003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与合
阳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40 名
渭南 40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321005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与渭南
市幼儿师范学校联办）40 名
渭南 40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321006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与渭
南 西北新世 纪职业中 等专
业学校联办）80 名
渭南 80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02 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
汽车运用与维修]
321007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与渭南
市东大职业学校联办）40 名
渭南 40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321010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与大荔
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80 名
渭南 80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02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321011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与潼关
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40 名
渭南 40
01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321012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与富平
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40 名
渭南 40
01 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
施工]
321013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能源技工学校联办）40 名
渭南 40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与维修]
322001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与石
泉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120 名
安康 120
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2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3 老年保健与管理[老年人
服务与管理]
322002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与汉
滨 区新建中 等职业技 术学
校联办）80 名
安康 80
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2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322003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与白河
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40 名
安康 40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322004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与旬
阳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200 名
安康 200
01 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
施工]
02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3 学前教育[幼儿保育]
04 护理[护理]
322005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航空医科职业学校联办）
140 名
西安 25 铜川 5 宝鸡 5
咸阳 20 渭南 50 汉中 5
安康 10 商洛 10 延安 5
榆林 5
01 护理[护理]
02 药学[药剂]
03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检验
技术]
04 医学影像技术[医学影像
技术]
322006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 亚太职业 中等专业 学校
联办）40 名
西安 1 铜川 5 宝鸡 10
咸阳 5 渭南 1 汉中 4
安康 10 商洛 1 延安 1
榆林 1 杨凌 1
01 学前教育[音乐表演]
322007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与安
康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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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名
安康 240
01 护理[护理]
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3 大 数据与 会计[ 会计事
务]
04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05 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
施工]
06 老年保健与管理[老年人
服务与管理]
322008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与安
康育英中等职业学校联办）
80 名
安康 80
0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2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322009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与岚皋
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40 名
安康 40
01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
323001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 省高教系 统职业中 等专
业学校联办）80 名
西安 60 渭南 5 汉中 5
安康 10
01 护理[护理]
02 药学[药剂]
323003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现代职业高中联办）40 名
西安 30 咸阳 5 渭南 5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技
术应用]

323004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安医药科技职业学校联办）
80 名
西安 30 宝鸡 5 咸阳 10
渭南 10 汉中 10 安康 5
商洛 5 延安 5
01 药学[药剂]
02 康复治疗技术[中医康复
技术]
323005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 亚太职业 中等专业 学校
联办）120 名
西安 5 宝鸡 100 安康 10
杨凌 5
0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新
能源汽车制造与检测]
0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铁道
运输服务]
03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移动
应用技术与服务]
323006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与渭
南 西北新世 纪职业中 等专
业学校联办）40 名
西安 10 渭南 30
01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324001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与神
木 市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120 名
榆林 120
01 应用化工技术[化工机械
与设备]
02 护理[护理]
03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火电
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
324002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与陕
西 省府谷职 业中等专 业学

校联办）80 名
榆林 80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技
术应用]
02 应 用化工 技术[ 化学工
艺]
324003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与榆林
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80 名
榆林 80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设
备运行与控制]
02 应 用化工 技术[ 化学工
艺]
324004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与米
脂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80 名
榆林 80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设
备运行与维护]
02 应 用化工 技术[ 化学工
艺]
324005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与绥
德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40 名
榆林 40
0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324006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与西
北工业学校联办）50 名
咸阳 50
01 应 用化工 技术[ 化学工
艺]
325001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 与汉阴县 职业技术 教育
培训中心联办）40 名
安康 40
01 烹饪工艺与营养[中餐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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饪]
325002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 与石泉县 职业技术 教育
中心联办）40 名
安康 40
01 烹饪工艺与营养[中餐烹
饪]
325003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 与宁强县 职业高级 中学
联办）40 名
汉中 40
01 烹饪工艺与营养[中餐烹
饪]
325004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 与礼泉县 职业技术 教育
中心联办）40 名
咸阳 40
01 烹饪工艺与营养[食品加
工工艺]
325005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 与丹凤县 职业技术 教育
培训中心联办）40 名
商洛 40
01 烹饪工艺与营养[中餐烹
饪]
325006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 与岐山县 职业技术 教育
中心联办）40 名
宝鸡 40
01 烹饪工艺与营养[中餐烹
饪]
325007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 与陕西旅 游职业中 等专
业学校联办）40 名
咸阳 40
01 西式烹饪工艺 [西餐烹

饪]
326001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与靖
边 县职业教 育中心联 办）
100 名
榆林 100
01 医学美容技术[中医康复
技术]
326003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与商
南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40 名
商洛 40
01 医学美容技术[中医养生
保健]
326004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与三
原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80 名
咸阳 80
01 医学美容技术[中医养生
保健]
02 康复治疗技术[中医康复
技术]
326005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与乾
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60 名
咸阳 60
01 医学美容技术[中医养生
保健]
02 康复治疗技术[中医康复
技术]
327002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 与陕西科 技卫生学 校联
办）160 名
西安 40 铜川 5 宝鸡 15
咸阳 20 渭南 20 汉中 20
安康 10 商洛 8 延安 10
榆林 10 杨凌 2
01 护理[护理]
02 药学[药剂]

03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检验
技术]
04 医学影像技术[医学影像
技术]
327003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 与西安医 药科技职 业学
校联办）80 名
西安 2 铜川 1 宝鸡 5
咸阳 5 渭南 5 汉中 15
安康 10 商洛 17 延安 10
榆林 5 杨凌 5
01 药学[药剂]
02 康复治疗技术[中医康复
技术]
327004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 与西安生 物医药技 术职
业学校联办 40 名
西安 10 铜川 3 宝鸡 3
咸阳 3 渭南 3 汉中 3
安康 3 商洛 3 延安 3
榆林 3 杨凌 3
01 康 复治疗 技术[ 康复技
术]
328001
榆林能源科技职业学院
（ 与榆林能 源交通职 业学
校联办）280 名
西安 29 铜川 20 宝鸡 10
咸阳 50 渭南 43 汉中 8
安康 5 商洛 5 延安 50
榆林 50 杨凌 10
01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铁道
运输服务]
02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03 物联网应用技术[物联网
技术应用]
04 安全技术与管理[安全技
术与管理]
05 化工自动化技术[化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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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及自动化]
06 煤化工技术[化工仪表及
自动化]
07 机电设备技术[机电技术
应用]
329001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与三
原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40 名
咸阳 40
01 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
汽车运用与维修]
329002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与韩
城 市职业中 等专业学 校联
办）80 名
渭南 80
01 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运
用与维修]
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
329003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与靖边
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40 名
榆林 40
01 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运
用与维修]
330001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与靖
边 县职业教 育中心联 办）
120 名
榆林 120
01 应 用化工 技术[ 化学工
艺]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技
术应用]
330002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与榆林
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40 名
榆林 40
01 云计算技术应用[计算机
应用]

330004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与定边
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80 名
榆林 80
01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02 云计算技术应用[计算机
应用]
330005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与清
涧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80 名
榆林 80
01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02 云计算技术应用[计算机
应用]
330007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与米
脂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40 名
榆林 40
01 无人机应用技术[无人机
操控与维护]
332001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与西
安现代职业高中联办）80 名
西安 40 铜川 4 宝鸡 4
咸阳 4 渭南 4 汉中 4
安康 4 商洛 4 延安 4
榆林 4 杨凌 4
01 播 音与主 持[播 音与主
持]
02 书画艺术[绘画]
332002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与绥
德 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 心联
办）8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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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 80
01 舞蹈表演[民族音乐与舞
蹈]
02 音乐表演[民族音乐与舞
蹈]

备注：
以上学校招生，学生学习时
间为 5 年：其中前三年在中
职学校学习，后两年转入职
业技术学院学习； “[ ]”
内为联办中职专业。

2021 年陕西省普通中等专业教育分学校
招生生源计划
=========================================================================

二、普通中等
专业学校
（一）本省学校
11246 名
001001
西安航天工业学校 300 名
西安 130 铜川 5 宝鸡 10
咸阳 15 渭南 40 汉中 10
安康 30 商洛 20 延安 20
榆林 10 杨凌 10
01 机械加工技术
02 数控技术应用
03 机电技术应用
04 汽车电子技术应用
05 汽车运用与维修
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07 电子技术应用
08 计算机网络技术
09 物流服务与管理
10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001002
陕西省石油化工学校 570 名
招初中毕业生 520 名
西安 280 铜川 10 宝鸡 30

咸阳 30 渭南 30 汉中 20
安康 20 商洛 15 延安 50
榆林 30 杨凌 5
招高中毕业生 50 名
全省 50
01 环境监测技术
02 环境治理技术
03 机电技术应用
04 工业自动化仪表及应用
05 化学工艺
06 分析检验技术
07 化工机械与设备
08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09 计算机网络技术
10 电子技术应用
11 电子商务
12 物流服务与管理
13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14 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
15 建筑工程施工
16 汽车运用与维修
001007
陕西省建筑材料工业学
校 360 名
招初中毕业生 160 名
西安 50 铜川 5 宝鸡 5
咸阳 20 渭南 25 汉中 5
安康 10 商洛 15 延安 15
榆林 5 杨凌 5
招高中毕业生 200 名
全省 200
01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02 建筑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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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建筑材料智能生产技术
04 机电技术应用
05 建筑材料检测技术
06 电梯安装与维修保养
07 电子技术应用
001010
陕西省电子信息学校 490 名
招初中毕业生 470 名
西安 270 铜川 10 宝鸡 20
咸阳 40 渭南 60 汉中 10
安康 10 商洛 10 延安 20
榆林 10 杨凌 10
招高中毕业生 20 名
西安 5 铜川 1 宝鸡 1
咸阳 3 渭南 4 汉中 1
安康 1 商洛 1 延安 1
榆林 1 杨凌 1
01 钻探技术
02 工程测量技术
03 建筑工程施工
04 机电技术应用
05 数控技术应用
06 模具制造技术
07 焊接技术应用
08 汽车运用与维修
09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10 计算机网络技术
11 电子信息技术
12 电子技术应用
13 电子商务
14 物流服务与管理
15 艺术设计与制作
16 物联网技术应用

17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18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19 电梯安装与维修保养
001012
西北工业学校 640 名
西安 60 铜川 5 宝鸡 10
咸阳 400 渭南 100 汉中 10
安康 10 商洛 10 延安 15
榆林 15 杨凌 5
01 油气贮运
02 机械加工技术
03 机电技术应用
04 数控技术应用
05 模具制造技术
06 焊接技术应用
07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08 化学工艺
09 分析检验技术
10 石油炼制技术
11 化工机械与设备
12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13 汽车车身修复
14 计算机应用
15 计算机网络技术
16 电子技术应用
17 电子商务
18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19 艺术设计与制作
20 防灾减灾技术
21 幼儿保育
22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23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24 物联网技术应用
25 旅游服务与管理
26 高速铁路乘务
001015
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
校 320 名
全省 320（单独招生）
其中春季招生 70 名
01 中医康复技术

02 计算机应用
03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04 工艺美术
05 服装设计与工艺
06 电子商务
07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08 服务机器人装配与维护
001016
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 160 名
西安 40 铜川 8 宝鸡 5
咸阳 20 渭南 25 汉中 10
安康 10 商洛 15 延安 15
榆林 10 杨凌 2
01 计算机应用
02 计算机平面设计
03 中医康复技术
04 工艺美术
05 服装设计与工艺
06 中西面点
07 电子商务
08 中医养生保健
001017
陕西省商业学校 460 名
招初中毕业生 430 名
西安 10 铜川 5 宝鸡 5
咸阳 10 渭南 5 汉中 370
安康 5 商洛 5 延安 5
榆林 5 杨凌 5
招高中毕业生 30 名
汉中 30
01 制冷和空调设备运行与
维护
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03 计算机应用
04 会计事务
05 市场营销
06 电子商务
07 旅游服务与管理
08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09 电子技术应用
10 物流服务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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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餐烹饪
12 邮轮乘务
13 安全保卫服务
14 幼儿保育
001018
陕西省商贸学校 480 名
西安 130 铜川 20 宝鸡 30
咸阳 65 渭南 60 汉中 70
安康 50 商洛 20 延安 20
榆林 10 杨凌 5
01 茶叶生产与加工
02 邮轮乘务
03 计算机应用
04 计算机平面设计
05 会计事务
06 电子商务
07 旅游服务与管理
08 幼儿保育
09 电子技术应用
10 3D 打印技术与应用
11 报关报检
001019
陕西省第二商贸学校 440 名
招初中毕业生 411 名
西安 13 铜川 35 宝鸡 270
咸阳 18 渭南 13 汉中 35
安康 4 商洛 5 延安 4
榆林 9 杨凌 5
其中春季招生 50 名
宝鸡 50
招高中毕业生 29 名
西安 2 铜川 5 宝鸡 10
咸阳 2 渭南 2 汉中 5
安康 1 延安 1 榆林 1
01 汽车美容与装潢
02 计算机应用
03 会计事务
04 电子商务
05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06 幼儿保育
07 中西面点

08 高速铁路乘务
001023
西安体育学院附属竞技
体育学校 60 名
全省 60（单独招生）
01 运动训练
001024
陕西省青少年体育运动
学校 500 名（单独招生）
西安 300 铜川 10 宝鸡 20
咸阳 50 渭南 20 汉中 15
安康 15 商洛 10 延安 20
榆林 20 杨凌 10 全省 10
01 运动训练
001025
西安音乐学院附属中等
音乐学校 116 名
（单独招生）
全省 116
招初中毕业生 51 名
招小学毕业生 65 名
01 音乐表演
02 舞蹈表演
001027
西安军需工业学校 720 名
西安 290 铜川 30 宝鸡 40
咸阳 150 渭南 30 汉中 30
安康 60 商洛 40 延安 30
榆林 10 杨凌 10
01 服装设计与工艺
02 皮革制品设计与制作
03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04 供用电技术
05 计算机应用
06 会计事务
07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001029
西安市卫生学校 550 名
西安 400 铜川 10 宝鸡 15
咸阳 42 渭南 40 汉中 5
安康 5 商洛 10 延安 10
榆林 10 杨凌 3

01 护理
02 医学检验技术
03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001030
西安市体育运动学校 100 名
全省 100（单独招生）
01 运动训练
001031
西安市艺术学校 160 名
（单独招生）
招初中毕业生 80 名
全省 80
招小学毕业生 80 名
全省 80
01 音乐表演
02 舞蹈表演
03 戏曲表演
04 戏剧表演
05 绘画
001033
宝鸡市体育运动学校 80 名
宝鸡 80
01 运动训练
001035
陕西省渭南工业学校 800 名
招初中毕业生 750 名
西安 50 铜川 10 宝鸡 10
咸阳 20 渭南 600 汉中 10
安康 10 商洛 10 延安 15
榆林 10 杨凌 5
招高中毕业生 50 名
全省 50
01 数控技术应用
02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03 机械加工技术
04 焊接技术应用
05 电子信息技术
06 汽车运用与维修
07 交通工程机械运用与维
修
08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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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10 计算机网络技术
001036
陕西省城固师范学校 100 名
汉中 100
01 幼儿保育
001037
陕西省汉中体育运动学
校 70 名
汉中 70
01 运动训练
001041
陕西省延安体育运动学
校 80 名
延安 80
01 运动训练
001048
榆林体育运动学校 150 名
榆林 150
01 运动训练
001049
陕西科技卫生学校 1200 名
西安 245 铜川 100 宝鸡 100
咸阳 125 渭南 100 汉中 100
安康 100 商洛 80 延安 100
榆林 100 杨凌 50
01 护理
02 药剂
03 中药制药
04 医学检验技术
05 医学影像技术
06 医学生物技术
07 口腔修复工艺
08 眼视光与配镜
09 老人服务与管理
10 医疗器械维修与营销
001050
陕西医科学校 1200 名
西安 300 铜川 70 宝鸡 170
咸阳 150 渭南 70 汉中 50
安康 80 商洛 80 延安 80

榆林 50 杨凌 100
01 护理
02 医学检验技术
03 药剂
04 口腔修复工艺
05 康复技术
06 医学影像技术
001052
西安美术学院附属中等
美术学校 170 名
全省 170（单独招生）
01 绘画
001121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50 名
全省 50（单独招生）
招小学毕业生 50 名
01 舞蹈表演
001147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800 名
榆林 800
01 采矿技术
02 矿山机电
03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04 化学工艺
05 计算机应用
06 护理
07 医学影像技术
08 医学检验技术
09 会计事务
10 畜禽生产技术
11 建筑工程施工
12 作物生产技术
13 园林绿化
14 社会文化艺术
15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001151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120 名
（单独招生）
招初中毕业生 53 名
全省 53
招小学毕业生 67 名

全省 67
01 舞蹈表演
02 戏曲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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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省学校
274 名
004102
天津市建筑工程学校 4 名
西安 2 铜川 2
01 建筑工程施工
02 建筑工程造价
03 建筑装饰技术
04 工程测量技术
004104
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 20 名
西安 5 宝鸡 5 咸阳 5
汉中 5
01 汽车运用与维修
02 机电技术应用
004105
山西省司法学校 200 名

招初中毕业生 140
西安 30 铜川 10 宝鸡 20
咸阳 20 渭南 20 汉中 10
安康 10 商洛 10 延安 5
榆林 5
招高中毕业生 60 名
西安 10 铜川 5 宝鸡 10
咸阳 5 渭南 5 汉中 5
安康 5 商洛 5 延安 5
榆林 5
01 法律事务
02 计算机应用
004108
天津市劳动经济学校 10 名
西安 4 铜川 2 宝鸡 2
咸阳 2
01 数控技术应用
004111
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学校
10 名
西安 5 宝鸡 2 咸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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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 1
01 汽车运用与维修
02 电子商务
03 物联网技术应用
004121
洛阳铁路信息工程学校
30 名
招初中毕业生 25 名
西安 5 铜川 5 宝鸡 5
咸阳 5 渭南 5
招高中毕业生 5 名
西安 5
01 铁道信号施工与维护
02 电气化铁道供电
03 现代通信技术应用
04 交通工程机械运用与维
修
05 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
06 机电技术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