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晋教职成函〔2021〕45 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1年“三二分段”五年制

职业教育招生学校和专业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各高等职业学校、各省属普通中专学校：

为推进《山西省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落实落

地，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2021 年我省将继续开

展“三二分段”五年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现将招生学校和

专业予以公布，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对象及待遇

“三二分段”五年制职业教育招生对象为应届初中毕业生，

未参加中考的初中毕业生和往届初中毕业生不予录取。学生前

3年注册为中等职业教育学籍，享受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待遇。

职业中专、职业高中学校招收的学生，前 3年不办理户籍迁移

手续，不发就业报到证。通过转段升学考试后，后 2年注册为

高等职业学校学籍，享受高等职业学校学生待遇。

二、录取办法及方式

“三二分段”五年制学生由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统一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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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及工作要求由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另行通知。

三、工作要求

1. 各市教育局、各招生学校要深化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持续推进中高职教育有机衔接，认真总结已有工

作经验，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 各市教育局、各招生学校要高度重视招生政策宣传工

作，按照《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

工作的通知》（晋教职成函〔2021〕22 号）要求，通过多种渠

道把招生专业、免学费补助政策、转段升学条件等信息，准确

地向考生、家长及全社会进行宣传，引导更多学生报考。

附件：2021 年“三二分段”五年制职业教育招生学校及专业

汇总表

山西省教育厅

2021 年 6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2021 年“三二分段”五年制职业教育招生学校及专业汇总表
一、省属学校

中职学校 中职专业 后两年对接高职院校 对接高职专业

太原铁路机械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技术

数控技术应用 数控技术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物流服务与管理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制冷和空调设备运行与维护 制冷与空调技术

会计事务 大数据与会计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维护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铁道信号施工与维护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焊接技术应用 智能焊接技术

化学工艺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分析检验技术 分析检验技术

山西省工业管理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新能源汽车技术

机械制造技术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汽车制造与检测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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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技术应用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增材制造技术应用 机械设计与制造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大数据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工业机器人技术

服务机器人装配与维护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航空服务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会计事务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华北机电学校

计算机应用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数控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械制造技术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机电设备技术

焊接技术应用 智能焊接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增材制造技术应用 机械设计与制造（3D 打印方向）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会计事务 大数据与会计

山西广播电影电视学校

播音与主持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播音与主持

戏剧表演 戏剧影视表演

影像与影视技术 摄影摄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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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艺术设计与制作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动漫设计

计算机应用 山西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

山西省建筑工程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机电设备技术

建筑装饰技术 建筑室内设计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建筑表现 建设工程管理

建筑工程造价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工程测量技术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建筑表现 建设工程管理（BIM 方向）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建筑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维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建筑装饰技术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机电一体化技术

建筑工程造价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电子商务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建筑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维 机电设备技术

物业服务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现代物业管理

山西省贸易学校

工艺美术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

计算机平面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与制作 艺术设计

会计事务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物流服务与管理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铁路物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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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物联网技术应用 物联网应用技术

大数据技术应用 大数据技术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工业机器人技术

山西省中医学校

护理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护理

药剂 药学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检验技术

山西省经贸学校

中餐烹饪(中餐烹调）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烹饪工艺与营养

西餐烹饪（西式面点制作） 中西面点工艺

西餐烹饪(西餐烹调） 西式烹饪工艺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计算机应用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 大数据技术

移动商务

山西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网络营销 电子商务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服务外包方向）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

中餐烹饪 烹饪工艺与营养

电子商务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会计事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山西省农业机械化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一体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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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应用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会计事务 山西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

畜禽生产技术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宠物养护与经营 宠物养护与驯导

畜禽生产技术 朔州职业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宠物疾病防控方向）

农产品贮藏与加工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物流服务与管理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农产品营销与储运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生态环境保护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生态农业技术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

山西省司法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铁道运输服务

电子商务

山西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物流服务与管理 现代物流管理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民办）

铁道供电技术

铁道运输服务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计算机应用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法律事务 山西警官职业学院 法律事务

山西省城乡建设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造价 工程造价

工程测量技术 工程测量技术

建筑水电设备安装与运维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建筑装饰技术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山西省雁北煤炭工业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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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技术 大数据技术

电子技术应用 工业机器人技术

矿山机电 矿山机电与智能装备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矿井通风与安全 通风技术与安全管理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一体化技术

采矿技术
大同煤炭职业技术学院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煤炭综合利用技术 煤化工技术

山西省铁路工程学校

工程测量技术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工业机器人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铁道工程施工与维护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民办）

铁道工程技术（铁道养护方向）

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电气化铁道供电 铁道供电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铁道信号施工与维护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计算机应用 大数据技术

山西省临汾会计学校

会计事务
山西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计算平面设计 艺术设计

会计事务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

山西煤炭职工联合大学太原

分校
计算机应用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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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现代经贸学校（民办）

铁道运输服务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电子商务 市场营销

汽车运用与维修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中餐烹饪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

美发与形象设计 化妆品经营与管理

美容美体艺术 化妆品经营与管理

社会文化艺术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二、市属学校

太原市

太原市卫生学校

护理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护理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护理

药剂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药学

医学影像技术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眼视光与配镜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眼视光技术

中医康复技术 中医康复技术

太原市财贸学校

会计事务(注册会计师)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注册会计师方向)

会计事务(智能会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金融事务(互联网金融)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金融服务与管理

计算机应用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电子竞技)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计算机网络技术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艺术设计与制作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电子商务(直播电商)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网店编辑)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市场营销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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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服务与管理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物流服务与管理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旅游服务与管理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市场营销(客户服务) 山西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太原市交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数控技术应用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增材制造技术应用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西餐烹饪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西式烹饪工艺

绘画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书画艺术

艺术设计与制作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

计算机应用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应用（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大数据技术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

太原市财政金融学校

金融事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金融服务与管理

会计事务 大数据与会计

航空服务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电子商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数字媒体技术

艺术设计与制作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广告艺术设计

计算机应用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中餐烹饪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烹饪工艺与营养

西餐烹饪 西式烹饪工艺

美容美体艺术 人物形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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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发与形象设计 人物形象设计

太原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

影像与影视技术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

影像与影视技术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动漫与游戏制作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动漫与游戏制作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影视动画

播音与主持 播音与主持

艺术设计与制作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广告艺术设计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计算机应用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电子商务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会计事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农产品贮藏与加工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园林技术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园艺技术 园艺技术

中西面点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中西面点工艺

园艺技术(药茶)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药茶方向)

休闲农业生产与经营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森林消防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森林草原防火技术

太原市第五职业中学校

艺术设计与制作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

旅游服务与管理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导游

会计事务 大数据与会计

太原市第七职业中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应用 大数据技术

计算机应用 移动应用开发

太原市长安综合中学校 计算机应用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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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小店区第一高级职业

中学校

会计事务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会计事务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市场营销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物流服务与管理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物流服务与管理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电子商务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电子商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应用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平面设计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计算机平面设计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旅游服务与管理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旅游服务与管理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日语

航空服务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阳曲县高级职业中学校

计算机应用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营养与保健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营养与保健 心理咨询

会计事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技术

电子商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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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尖草坪区第一职业中

学校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计算机平面设计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平面设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

电子商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清徐县职业教育中心

电子商务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一体化技术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绘画 视觉传达设计

会计事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计算机应用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

计算机应用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

计算机应用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社会文化艺术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社会文化艺术 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大同市

大同市财会学校

会计事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

计算机平面设计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广告艺术设计

大同市幼儿师范学校

幼儿保育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舞蹈表演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舞蹈表演

音乐表演 音乐表演

计算机应用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大同市卫生学校
护理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口腔修复工艺 口腔医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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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药学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

中医康复技术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针灸推拿

中医康复技术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中医康复技术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 幼儿保育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大同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校

电梯安装与维修保养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梯工程技术

社会文化艺术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表演艺术（文化艺术管理方向）

电子商务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旅游服务与管理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计算机应用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

中餐烹饪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烹饪工艺与营养

大同市浑源职教中心

电子商务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物流服务与管理 现代物流管理

计算机应用 大数据技术

大同市云冈区职业中学校 计算机应用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

大同市职业教育中心

焊接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焊接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光伏材料制备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新能源汽车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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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技术 建筑室内设计

汽车运用与维修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计算机应用 大数据技术

社会文化艺术 表演艺术（文化艺术管理方向）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大同市浑源县大方高级职业

学校（民办）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民办） 康复治疗技术

计算机应用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计算机应用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产品艺术设计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大同市云冈区锦程职业技术

学校（民办）

旅游服务与管理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航空服务 空中乘务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民办）

机电设备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铁道供电技术

大同市新荣区职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阳高县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

建筑工程施工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大同市云州区职业技术学校 农产品贮藏与加工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广灵县职业技术学校

绘画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书画艺术

音乐表演 音乐表演

农村电气技术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中草药栽培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

阳泉市

山西省特殊教育师范学校 特殊教育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特殊教育

阳泉市交通职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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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新能源汽车技术

晋中市

晋中市卫生学校

护理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护理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医学检验技术 临汾职业技术学校 医学检验技术

药剂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

药剂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

晋中市太谷区职业中学校

电子商务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会计事务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数控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技术应用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中餐烹饪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烹饪工艺与营养

介休市联华电子职业学校（民

办）

计算机应用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昔阳县高级职业中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左权县职业技术中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榆社县职业中学 运动训练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 民族传统体育

长治市

长治文化艺术学校

音乐表演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

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绘画 书画艺术

播音与主持 播音与主持

社会文化艺术 戏曲表演

旅游服务与管理 旅游管理

晋东南幼儿师范学校 幼儿保育 长治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早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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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演 学前教育

绘画 美术教育

舞蹈表演 学前教育

长治卫生学校

护理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护理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助产

眼视光与配镜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眼视光技术

医学检验技术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

口腔修复工艺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口腔医学技术

药剂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

药剂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长治市超越中等职业学校（民

办）

航空服务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计算机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应用 大数据技术

风力发电设备运行与维护 光伏工程技术

长治市现代交通科技中等职

业学校（民办）

铁道运输服务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

物联网技术应用 物联网应用技术

电梯安装与维修保养 电梯工程技术

山西省潞安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矿井通风与安全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通风技术与安全管理

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机械制造技术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旅游服务与管理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电子信息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沁源县职业高级中学 计算机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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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机电 机电设备技术

矿山机电 机电一体化技术

长治市太行职业中专学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武乡县职业中学校

园林技术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农业技术

旅游服务与管理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音乐表演
山西艺术职业院校

音乐表演

艺术设计与制作 艺术设计

襄垣县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电气自动化技术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应用 大数据技术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化学工艺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化工自动化技术

长治市潞城区职业高级中学

校

计算机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设备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长治市职业高级中学

计算机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

计算机平面设计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与制作 环境艺术设计

会计事务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

会计事务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旅游服务与管理 旅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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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烹饪 烹饪工艺与营养

西餐烹饪 西式烹饪工艺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播音与主持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播音与主持

社会文化艺术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舞蹈表演

社会文化艺术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书画艺术

晋城市

晋城市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动漫与游戏制作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影视动画

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品设计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设备技术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音乐表演 音乐表演

旅游服务与管理 旅游管理

中餐烹饪 烹饪工艺与营养

机电技术应用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会计事务 大数据与会计

运动训练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

运动训练

运动训练 体育艺术表演

会计事务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护理 护理

护理 助产

动漫与游戏制作 动漫设计

高平市中等专业学校 艺术设计与制作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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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一体化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机械加工技术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数控技术应用 数控技术

旅游服务与管理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绘画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书画艺术

物联网技术应用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泽州县高级职业中学

电子商务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旅游服务与管理 旅游管理

会计事务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计算机平面设计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图文信息处理技术

阳城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计算机应用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旅游服务与管理 旅游管理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音乐表演 音乐表演

舞蹈表演 舞蹈编导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无人机应用技术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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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书画艺术

社会文化艺术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晋城市城区职业中学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计算机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晋城长城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美发及形象设计 人物形象设计

计算机应用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中餐烹饪 中西面点工艺

中餐烹饪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烹饪工艺与营养

高平市诚信中学（民办）

会计事务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绘画 广告艺术设计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焊接技术应用 智能焊接技术

数控技术应用 数控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绘画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计算机应用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一体化技术

山西省沁水县职业中学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计算机应用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晋城市华洋职业中学校（民

办）

会计事务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计算机应用 大数据技术

工艺美术 环境艺术设计



临汾市

山西省临汾人民警察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应用 物联网应用技术

法律事务 行政管理

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山西省翼城县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动漫设计

霍州市职业中专学校

计算机应用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

计算机应用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一体化技术

乡宁县职业中学

电子商务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计算机平面设计 山西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光伏材料制备技术

电子商务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汽车运用与维修 新能源汽车技术

隰县职业中学 计算机应用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临汾市尧都区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计算机应用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旅游服务与管理 旅游管理

艺术设计与制作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艺术设计

计算机应用 环境艺术设计

会计事务 资产评估与管理

汾西县职业教育中心

计算机应用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绘画 书画艺术

吕梁市

吕梁市卫生学校 护理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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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技术 康复治疗技术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检验技术

护理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护理

康复技术 中医康复技术

吕梁市农业学校

畜禽生产技术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计算机应用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

园林技术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吕梁市煤炭工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一体化技术

山西省吕梁经济管理学校
电子商务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

吕梁市会计学校

会计事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计算机应用 大数据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吕梁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绘画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舞蹈表演 学前教育

交口县职业中学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电气自动化技术

会计事务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注册会计师方向)

计算机应用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音乐表演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

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

电子商务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一体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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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 物联网应用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会计事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会计信息管理

园林绿化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交城县职业中学校

电子商务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梯工程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光伏材料制备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工业机器人技术

美发与形象设计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

旅游服务与管理 旅游管理

计算机平面设计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广告艺术设计

计算机平面设计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汽车运用与维修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新能源汽车技术

影像与影视技术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

音乐表演 音乐表演

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绘画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书画艺术

绘画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工艺美术品设计

会计事务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计算机应用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化学工艺 建筑材料检测技术

建筑工程检测 建筑工程技术

社会文化艺术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汾阳市敬仁学校（民办） 计算机应用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

柳林县高级职业中学

计算机应用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建筑工程检测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会计事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音乐表演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

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技术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无人机应用技术

电子商务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采矿技术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中阳县职业中学校

计算机应用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社会文化艺术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旅游服务与管理 旅游管理

计算机应用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民办） 大数据与会计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孝义市职业教育中心
运动训练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 运动训练

中餐烹饪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烹饪工艺与营养

运城市

运城市财经学校

会计事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跨境电子商务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建筑工程造价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计算机平面设计 建筑室内设计

艺术设计与制作 环境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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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与影视技术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

艺术设计与制作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技术

计算机应用 云计算技术应用

计算机应用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物流服务与管理 铁路物流管理

运城市口腔卫生学校
口腔修复工艺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口腔医学技术

护理（口腔护理）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运城市农业机电工程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计算机应用 大数据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梯工程技术

数控技术应用 数控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计算机平面设计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运城市信息工程学校

计算机应用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平面设计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物流服务与管理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运城市文化艺术学校

音乐表演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

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戏曲表演 戏曲表演

艺术设计与制作 艺术设计

运城市关圣旅游学校（民办）

物流服务与管理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智能物流技术

社会文化艺术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舞蹈教育

社会文化艺术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音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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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运城天龙学校（民办）

社会文化艺术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

社会文化艺术 舞蹈表演

美发与形象设计 人物形象设计

山西省运城华美中等技术学

校（民办）

影像与影视技术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邮政通信服务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山西省河东中医少儿推拿学

校（民办）

中医康复技术 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民办） 康复治疗技术

中医康复技术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 体育保健与康复

山西省河东旅游学校（民办） 社会文化艺术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现代文秘

山西省芮城福尼斯英语学校

（民办）
商务英语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英语

芮城县第一职业学校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建筑工程施工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电气自动化技术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万荣县第一高级职业中学

计算机平面设计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舞蹈表演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舞蹈表演

焊接技术应用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平陆县第一高级职业中学职

业中学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 大数据技术

电子商务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新绛县职业教育中心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永济市职业中专学校 计算机应用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河津市职业中学 计算机应用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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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计算机应用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夏县职业中学

计算机应用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

计算机平面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音乐表演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

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绘画 艺术设计

音乐表演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音乐教育

绘画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美术教育

闻喜县职业中学

电子商务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音乐表演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

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品设计

机械加工技术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临猗县第一职业中学

计算机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机械加工技术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绘画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音乐表演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音乐教育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运城市盐湖区职业教育中心

电子商务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

建筑装饰技术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市场营销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稷山县职业中学 电气运行与控制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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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机电设备技术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工业机器人技术

绘画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书画艺术

计算机平面设计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动漫设计

计算机平面设计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

旅游服务与管理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社会文化艺术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垣曲县高级职业中学

电子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计算机应用 大数据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运城市龙翔工业技术学校（民

办）

计算机平面设计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平面设计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电气自动化技术

音乐表演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绘画 美术教育

舞蹈表演 舞蹈教育

运城市职业技能学校（民办）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技术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晋南综合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电子商务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计算机平面设计 动漫设计

舞蹈表演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舞蹈表演

运城市韩韩集团高级职业中

学（民办）

计算机平面设计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运城市河东商贸技术学校（民

办）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中餐烹饪 烹饪工艺与营养

运城市博艺美工制版印刷学

校（民办）

计算机平面设计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平面设计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

学校

绘画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艺术设计

电子商务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音乐表演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

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绘画 书画艺术

播音与主持 播音与主持

影像与影视技术 摄影摄像技术

计算机应用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云计算技术应用

忻州市

忻州市工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 畜禽生产技术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山西省忻州创奇学校(民办)

工艺美术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与制作 广告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与制作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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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市第一职业中学校

舞蹈表演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

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汽车制造与检测 新能源汽车技术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旅游服务与管理 空中乘务

计算机应用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汽车制造与检测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设备技术

旅游服务与管理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计算机应用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电子技术应用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定襄县河边职业中学校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代县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事务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五寨县职业中学校

建筑工程检测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中餐烹饪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烹饪工艺与营养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河曲县职业教育中心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设备技术

保德县职业中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社会文化艺术 表演艺术（文化艺术管理方向）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会计事务 大数据与会计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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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运用与维修 新能源汽车技术

计算机应用 大数据技术

偏关县职业中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朔州市

朔州市朔城区

神头职业中学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 朔州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计算机应用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平面设计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

朔州教学班
运动训练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 运动训练

朔州市平鲁区职业中学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焊接技术

怀仁市弘文高级职业中学

（民办）
绘画 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陶瓷设计与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