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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第一阶段
建设院校及建设专业名单

建设院校名称 建设专业

北京（共 8 所）

北京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电子技术应用

北京汽车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汽车维修、新能源汽车检测

与维修

北京轻工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食品加工与检验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楼宇自动控制设备安装与维护、烹饪（中式烹调）、

服装设计与制作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环

境保护与检测

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 平面设计

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电子商务

首钢技师学院 焊接加工、计算机网络应用、环境保护与检测

天津（共 3 所）

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模具制造、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电子技术应用

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附属高级技术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电子商务

河北（共 18 所）

保定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网络应用

沧州市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

承德高级技工学校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定州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应

用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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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院校名称 建设专业

邯郸工程高级技工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邯郸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

河北机车技师学院 焊接加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河北省机电工程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汽车维修

河北省廊坊市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子商务

衡水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汽车维修

怀来高级技工学校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冀南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秦皇岛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汽车维修

石家庄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唐山劳动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商务

邢台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计算

机网络应用

张家口市技师学院
焊接加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新能源汽车

检测与维修

涿州市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维修

山西（共 8 所）

长治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汽车维修

晋城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汽车钣金与涂装

山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

山西交通技师学院 计算机网络应用、汽车维修

山西省工业与信息技术学校 服装设计与制作

山西冶金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太原市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汽车维修

五四一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内蒙古（共 9所）

巴彦淖尔市高级技工学校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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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院校名称 建设专业

鄂尔多斯工业技师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维修、烹饪（中式烹调）

杭锦后旗高级技工学校 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呼伦贝尔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汽车维修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高

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

内蒙古冶金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网络应用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交通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建筑施工

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兴安盟高级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烹饪（中式烹调）

辽宁（共 9 所）

大连中港通关职业技术学校 焊接加工

辽宁丰田金杯技师学院 模具制造、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维修

辽宁技师学院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电子商务

辽宁煤炭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辽宁冶金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焊接加工、电气自动化设备

安装与维修、汽车维修

沈阳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沈阳金源装备制造高级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铁岭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汽车维修

营口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吉林（共 8 所）

吉林省达兴创新创业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吉林省工程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

吉林省工商技师学院 烹饪（中式烹调）

吉林省工业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

维修

吉林省林业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无人机应用技术

吉林省中工技师学院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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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院校名称 建设专业

长春工业技术学校 电子技术应用

吉林职业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维修、电子商务

黑龙江（共 8所）

大兴安岭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维修

哈尔滨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黑龙江技师学院 焊接加工、机电一体化技术、平面设计

黑龙江水利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汽车维修

佳木斯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牡丹江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汽车维修、烹饪（中式烹调）、

平面设计

七台河技师学院 烹饪（中式烹调）

中国一重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焊接加工、计算机网络应用

江苏（共 27 所）

江苏省淮海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钣金与涂装

建湖县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江苏汽车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汽车维修、城市轨道交通运

输与管理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模具制造、电子商务

江苏省淮安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江苏省南通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电子商务

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建筑施

工

江苏省苏州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计算机网络应用、城市

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

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
数控机床装配与维修、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服装

设计与制作

江苏省扬州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汽

车维修

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计算机网络应用

连云港市信息技工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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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院校名称 建设专业

南京化工技师学院 化工工艺

南京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南京市交通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计算机网络应用、新能

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铁道车辆技师学院 焊接加工

南通工贸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电子商务、建筑施工

如皋市技工学校 焊接加工

如皋市江海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苏州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计算机网络应用、烹饪（中式烹调）

宿迁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泰州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汽车维修

无锡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 焊接加工、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

张家港市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

镇江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建筑施工

浙江（共 13 所）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烹饪（中式烹调）

杭州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汽车钣金与涂装

杭州萧山技师学院 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嘉兴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计算机网络应用、烹饪（中

式烹调）

金华市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电子

商务

宁波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焊接加工、汽车维修

台州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温州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服装设计与制作

浙江公路技师学院 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现代物流、汽车维修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电梯工程技术、建筑施工

浙江交通技师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维修、新能源汽车检测与

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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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商业技师学院 烹饪（中式烹调）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电子商务

安徽（共 16 所）

安徽蚌埠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

商务

安徽滁州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安徽阜阳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计算机网络应用、汽车钣金

与涂装

安徽合肥机电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汽车维修

安徽建工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计算机网络应用、建筑施工

安徽金寨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电子技术应用、新能源汽车

检测与维修

安徽理工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安徽六安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新

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安徽马鞍山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

安徽宿州技师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电子商务

安徽芜湖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汽

车维修

安徽新华高级技工学校 电子商务、平面设计

当涂县技工学校 现代物流

合肥腾飞高级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界首市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马鞍山市淮航技工学校 无人机应用技术

福建（共 9 所）

福建技师学院 计算机网络应用、汽车维修

福建省莆田市高级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烹饪（中式烹调）

福州第二技师学院 计算机网络应用、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福州第一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龙岩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钣金与涂装、烹饪

（中式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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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技师学院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烹饪（中式烹调）、平面设

计

三明市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维修

厦门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

网络应用

漳州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烹饪（中式烹调）

江西（共 18 所）

东乡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汽车维修

赣州应用高级技工学校 电子商务

吉安高级实验技工学校 服装设计与制作

江西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江西省电子商务高级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江西省化学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化工工艺

江西省机电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计算机网络应用、汽车维修

江西省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江西省轻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模具制造、电子商务

江西省冶金技师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江西现代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汽车维修、电子商务

景德镇市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子商务

九江市高级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九江市华科技工学校 平面设计

南昌高级技工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建筑施工

宁都高级技工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萍乡市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新余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

山东（共 37 所）

昌邑市技工学校 计算机网络应用

德州市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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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走四方高级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高密市高级技工学校 电子商务

菏泽化工高级技工学校 化工工艺

菏泽市城建技工学校 建筑施工

菏泽市建筑技工学校 电子商务、建筑施工

济南二机床高级技工学校
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

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济南市技师学院 汽车钣金与涂装、烹饪（中式烹调）、电子商务

济宁市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化工工艺

巨野县技工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临沂市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焊接加工、电气自动化设备

安装与维修、烹饪（中式烹调）

鲁北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维修

鲁南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梯工程技术、烹饪（中式

烹调）、电子商务

宁阳县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平度市技师学院 计算机网络应用、汽车维修、烹饪（中式烹调）

青岛市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现代

物流

日照市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汽车维修

山东昌乐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计算机网络应用、新能

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计算机网络应用、平面设计

山东公路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化工工艺、环境保护与检测

山东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无人机应用技术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新

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山东煤炭技师学院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山东煤炭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烹饪（中式烹调）、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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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院校名称 建设专业

山东泰山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山东冶金技师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电子商务、食品加工与检验

滕州高级技工学校 计算机网络应用、汽车维修

潍柴高级技工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潍坊市工程技师学院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潍坊市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

烟台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淄博市技师学院 计算机网络应用、汽车维修、烹饪（中式烹调）

河南（共 24 所）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焊接加工、机电一体化技术、化工工艺

河南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商务

河南交通技师学院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汽车维修、建筑施工

河南经济贸易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计算机网络应用、无人机应

用技术

河南省能源工业技师学院 焊接加工、烹饪（中式烹调）

河南医药健康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商务

焦作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焦作市冶金建材高级技工学校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电子商务

开封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烹饪（中式烹调）

漯河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汽车维修

南阳市高级技工学校
机床切削加工（车工）、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

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平顶山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平面

设计

平顶山煤炭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濮阳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汽车维修

商丘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计算机网络应用、新能源汽

车检测与维修

信阳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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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许昌技师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电子商务

郑州工业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

郑州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计算机网络应用、平面

设计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烹

饪（中式烹调）、建筑施工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

周口交通技师学院 模具制造、汽车维修、烹饪（中式烹调）

驻马店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汽车维修

湖北（共 7 所）

鄂东技师学院 模具制造、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建筑施工

湖北三峡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汽车维修

湖北省民间工艺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

荆门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电

子商务

荆州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武汉铁路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

襄阳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

湖南（共 11 所）

常德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维修

衡阳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计算机网络应用、新能

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湖南兵器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湖南工贸技师学院 模具制造

湖南省汽车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汽车维修

湖南省商业技师学院
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烹饪（中式烹调）、电子

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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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院校名称 建设专业

冷水江市高级技工学校 焊接加工

龙山县技工学校 服装设计与制作

湖南省娄底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湘潭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新田县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广东（共 46 所）

潮州市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烹饪（中式烹调）

东莞市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维修、现代物流

东莞市中德技工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佛山市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新能源汽

车检测与维修

广东省城市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

子商务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电子商务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 计算机网络应用、汽车维修

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

子商务

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烹饪（中式烹调）、电子商务

广东省环保技工学校 环境保护与检测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新能源汽

车检测与维修

广东省技师学院 数控机床装配与维修、电子技术应用

广东省揭阳市高级技工学校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计算机网络应用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新能源汽

车检测与维修

广东省农垦湛江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 烹饪（中式烹调）、食品加工与检验

广州城建技工学校 建筑施工、电子商务

广州港技工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现代物流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计算机网络应用、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烹饪（中

式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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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院校名称 建设专业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计算机网络应用、工业设计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网络应用

广州市华风技工学校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无人机应用技术

广州市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网络应用、新能源汽车检测

与维修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现代物流、汽车钣金与涂装、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计算机网络应用、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烹饪（中

式烹调）

河源技师学院 烹饪（中式烹调）

惠州市高迪技工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烹饪（中式烹调）

惠州市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汽车维修

江门市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新能源汽

车检测与维修

茂名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

梅州市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检测

与维修

清远市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烹饪（中式烹调）、电子商务

汕头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计算机网络应用

汕尾技师学院 电子技术应用、烹饪（中式烹调）、电子商务

深圳技师学院 现代物流、工业设计、平面设计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
楼宇自动控制设备安装与维护、现代物流、新能源汽

车检测与维修

深圳市宝民技工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深圳市科迪技工学校 电子商务

深圳市携创高级技工学校 计算机网络应用、电子商务

阳江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维修、烹饪（中式烹调）

湛江市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肇庆市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汽车维修

中山市技师学院
楼宇自动控制设备安装与维护、电子技术应用、计算

机网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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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技师学院
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机电一体化技术、平面设

计

广西（共 14 所）

广西二轻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烹

饪（中式烹调）

广西工贸高级技工学校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广西工商技师学院 电子技术应用、汽车维修

广西工业技师学院 焊接加工、机电一体化技术、化工工艺

广西机电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

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广西交通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汽车钣金与涂装、现代物流

广西科技商贸高级技工学校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无人机应用技术

广西南宁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广西商贸高级技工学校 计算机网络应用、电子商务

广西商业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现代物流、烹饪（中式烹调）

广西玉林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电子商务

桂林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桂林市交通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汽车维修

柳州市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电子商务

海南（共 5 所）

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计算机网络应用、新能

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烹饪（中式烹调）

海南省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海南省三亚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海南新东方烹饪技工学校 烹饪（中式烹调）

洋浦经济开发区高级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化工工艺

重庆（共 8 所）

重庆工贸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服

装设计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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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筑技师学院 建筑施工

重庆能源工业技师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新能源汽车制造与装配、电子

商务

重庆市工业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电

子商务

重庆机械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新

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重庆市艺才高级技工学校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

重庆五一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

四川（共 14 所）

成都市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汽车维修

成都市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德阳安装技师学院
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

修、汽车维修

眉山工程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电子

商务

攀枝花技师学院 焊接加工、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维修

四川城市技师学院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建筑

施工

四川锅炉高级技工学校 焊接加工、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四川航天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网络应用

四川核工业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焊接加工、电气自动化设备

安装与维修

四川九洲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

电子技术应用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无人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

四川理工技师学院 电子商务、化工工艺、环境保护与检测

四川水利水电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维修、建筑施工

四川省自贡市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汽车维修

贵州（共 8 所）

贵州航空工业技师学院 机床切削加工（车工）、模具制造、机电设备安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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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

贵州交通技师学院 计算机网络应用、汽车维修、汽车钣金与涂装

贵州铝业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贵州省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网络

应用

贵州首钢水钢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汽车维修

贵州铁路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

贵州应用技术技师学院 化工工艺

黔东南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维修、电子商务

云南（共 13 所）

楚雄技师学院
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

修

大理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汽车维修、电子商务

昆明高级技工学校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烹饪（中式烹调）

临沧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维修

曲靖技师学院 焊接加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维修

云南工业技师学院
焊接加工、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新能源汽车检测

与维修

云南红河技师学院
焊接加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烹饪（中式

烹调）、化工工艺

云南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建

筑施工

云南交通技师学院
汽车钣金与涂装、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新能源汽车

检测与维修

云南省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电梯工程技术

云南省林业高级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无人机应用技术

云南省玉溪技师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维修、电子商务

云南冶金高级技工学校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陕西（共 15 所）

宝鸡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维修

宝鸡铁路技师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机电一体化技术



16

建设院校名称 建设专业

陕西工程科技高级技工学校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无人机应用技术

陕西航空技师学院 电子技术应用、汽车维修

陕西建设技师学院 焊接加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建筑施工

陕西汽车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陕西省机电技工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汽车钣金与涂装

陕西正大技师学院 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化工工艺

渭南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计算

机网络应用

西安城市交通技师学院 电梯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

西安航天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

西安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

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西安建筑工程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建筑施工

西安石油化工技工学校 化工工艺、环境保护与检测

西安铁道技师学院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计算机网络应用、城市轨道

交通运输与管理

甘肃（共 3 所）

甘肃冶金技师学院 焊接加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甘肃有色金属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维修

兰州铁路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

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青海（共 1 所）

青海水电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宁夏（共 1 所）

宁夏交通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

新疆（共 2 所）

昌吉技师培训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维修

新疆经济贸易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

注：建设院校名称按拼音首字母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