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省第二批中等职业教育“双精准”示范专业拟立项名单

序号 推荐地市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1

广州市   

广州市信息工程职业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2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工程造价

3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城市燃气输配与应用

4 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电子商务

5 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6 广州市番禺区新造职业技术学校 商务英语

7 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 物流服务与管理

8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服装设计与工艺

9 广州市市政职业学校 市政工程施工

10 广州市黄埔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11 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 学前教育



12

广州市   

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 眼视光与配镜

13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动漫游戏

14 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 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15 广州市信息工程职业学校 通信技术

16

深圳市   

深圳市第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17 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 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

18 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

19 深圳市龙岗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20 深圳市龙岗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21

珠海市   

珠海市卫生学校 护理

22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23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24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25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



26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27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28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

29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30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药剂

31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电气运行与控制

32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33 佛山市三水区理工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34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35

东莞市   

东莞理工学校 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36 东莞市电子科技学校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37 东莞理工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38 东莞市汽车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39 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电子商务



40

东莞市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美术设计与制作

41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

42

中山市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电子商务

43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44 中山市建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45 中山市东凤镇理工学校 电子技术应用

46 中山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食品生物工艺（食品营养与检测方向）

47

江门市   

江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计算机应用

48 江门市新会机电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49 鹤山市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服务与管理

50 台山市培英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技术应用

51 开平市吴汉良理工学校 学前教育

52 恩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53

汕头市   

汕头市卫生学校 护理



54

汕头市   

汕头市鮀滨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

55 汕头市澄海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56 汕头市潮阳建筑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

57

惠州市   

惠州商贸旅游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服务与管理

58 惠州工程技术学校 电子与信息技术

59 博罗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60 惠州市惠阳区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

61 惠州市新华职业技术学校 平面媒体印制技术

62

汕尾市   

陆河县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装饰

63 陆丰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64

潮州市   

广东省潮州卫生学校　 护理　

65 潮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66

揭阳市   

揭阳市综合中等专业学校 学前教育

67 揭阳捷和职业技术学校 学前教育（幼师）

mailto:4787299@qq.com


68

阳江市   

阳江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69 阳春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学前教育

70

湛江市   

湛江机电学校 机电技术

71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会计电算化

72 雷州市职业高级中学 电子技术应用（物联网方向）

73 广东省湛江卫生学校 护理

74 广东省湛江卫生学校 药剂

75

茂名市   

茂名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76 茂名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77 信宜市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78 高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79 化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

80

肇庆市   

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81 四会中等专业学校 电子技术应用



82 肇庆市   肇庆市农业学校（肇庆市工程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83 四会中等专业学校 物流服务与管理

84 广宁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学前教育

85

云浮市   

广东省新兴中药学校 药剂

86 云浮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87 罗定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88

韶关市   

韶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

89 乐昌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90 南雄市中等职业学校 电子商务

91

河源市   

河源理工学校 汽车运用

92 河源市卫生学校 药剂

93 河源市职业技术学校 学前教育

94

梅州市   

梅州市农业学校 畜牧兽医

95 梅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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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梅州市   

梅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

97

清远市   

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98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通信运营服务

99 清远市清新区职业技术学校 制冷和空调设备运行与维修

100 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 畜牧兽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