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药学 医药卫生 药学类 药学 620301

护理 620201

助产 620202

临床医学 620101

口腔医学 620102

中医学 620103

中医骨伤 620104

针灸推拿 620105

蒙医学 620106

藏医学 620107

维医学 620108

傣医学 620109

哈医学 620110

朝医学 620111K

护理 620201

助产 620202

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2019年高职升本科
招生对口专业目录

对口专业

医药卫生公共事业管理

招生专业

护理学 医药卫生 护理类

护理类

临床医学类



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对口专业
招生专业

药学 620301

中药学 620302

蒙药学 620303

维药学 620304

藏药学 620305

医学检验技术 620401

医学生物技术 620402

医学影像技术 620403

医学美容技术 620404

口腔医学技术 620405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620406

眼视光技术 620407

放射治疗技术 620408

呼吸治疗技术 620409

康复治疗技术 620501

言语听觉康复技术 620502

中医康复技术 620503

预防医学 620601

公共卫生管理 620602

医学技术类

康复治疗类

公共卫生与卫生管理类

医药卫生公共事业管理

药学类



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对口专业
招生专业

卫生监督 620603

卫生信息管理 620604

人口与家庭发展服务 620701

生殖健康服务与管理 620702

健康管理 620801

医学营养 620802

中医养生保健 620803

心理咨询 620804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620805

精密医疗器械技术 620806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620807

康复工程技术 620808

康复辅助器具技术 620809

假肢与矫形器技术 620810

老年保健与管理 620811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620812

财政 630101

税务 630102

资产评估与管理 630103

人口与计划生育类

健康管理与促进类

医药卫生

公共事业管理

财经商贸 财政税务类

公共卫生与卫生管理类



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对口专业
招生专业

财政税务类 政府采购管理 630104

金融管理 630201

国际金融 630202

证券与期货 630203

信托与租赁 630204

保险 630205

投资与理财 630206

信用管理 630207

农村金融 630208

互联网金融 630209

财务管理 630301

会计 630302

审计 630303

会计信息管理 630304

信息统计与分析 630401

统计与会计核算 630402

国际贸易实务 6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630502

国际商务 630503

公共事业管理

金融类

财务会计类

统计类

财经商贸

经济贸易类



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对口专业
招生专业

服务外包 630504

经济信息管理 630505

报关与国际货运 630506

商务经纪与代理 630507

国际文化贸易 630508

工商企业管理 630601

商务管理 630602

商检技术 630603

连锁经营管理 630604

市场管理与服务 630605

品牌代理经营 630606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630607

市场营销 630701

汽车营销与服务 630702

广告策划与营销 630703

茶艺与茶叶营销 630704

电子商务 630801

移动商务 630802

网络营销 630803

公共事业管理

电子商务类

市场营销类

财经商贸

经济贸易类

工商管理类



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对口专业
招生专业

电子商务类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630804

物流工程技术 630901

物流信息技术 630902

物流管理 630903

物流金融管理 630904

工程物流管理 630905

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 630906

采购供应管理 630907

社会工作 690101

社会福利事业管理 690102

青少年工作与管理 690103

社区管理与服务 690104

公共关系 690105

人民武装 690106

民政管理 690201

人力资源管理 690202

劳动与社会保障 690203

公益慈善事业管理 690209

网络舆情监测 690204

物流类

公共事业类

财经商贸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管理与服务



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对口专业
招生专业

公共事务管理 690205

行政管理 690206

质量管理与认证 690207

知识产权管理 690208

老年服务与管理 690301

家政服务与管理 690302

婚庆服务与管理 690303

社区康复 690304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690305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690306

公共管理类

公共管理与服务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服务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