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2017年参加验收评估项目试点高校名单 

序号 高校名称 专业学位类别 工程领域 

1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工程硕士 电子与通信工程、计算机技术 

2 华北科技学院 工程硕士 安全工程 

3 大连民族学院 工程硕士 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 

4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化学工程 

5 北京城市学院 社会工作硕士  

6 河北金融学院 金融硕士  

7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工程硕士 电子与通信工程、航天工程 

8 河北传媒学院 艺术硕士  

9 鞍山师范学院 教育硕士  

10 沈阳工程学院 工程硕士 动力工程、电气工程 

11 长春工程学院 工程硕士 建筑与土木工程、水利工程 

12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翻译硕士  

13 黑龙江东方学院 工程硕士 食品工程 

14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审计硕士  

15 上海电机学院 工程硕士 电气工程 

16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工程硕士 环境工程 

17 淮阴工学院 工程硕士 化学工程 

18 南京工程学院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电气工程 

19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环境工程 

20 湖州师范学院 护理硕士  

21 浙江万里学院 工程硕士 生物工程、物流工程 

22 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硕士  

23 安徽科技学院 农业硕士  

24 合肥学院 工程硕士 环境工程 



序号 高校名称 专业学位类别 工程领域 

25 合肥师范学院 教育硕士  

26 闽江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  

27 泉州师范学院 艺术硕士  

28 厦门理工学院 工程硕士 电气工程、车辆工程 

29 宜春学院 药学硕士  

30 井冈山大学 社会工作硕士  

31 南昌工程学院 工程硕士 动力工程、水利工程 

32 济宁医学院 临床医学硕士  

33 山东交通学院 工程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 

34 山东政法学院 法律硕士  

35 安阳师范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硕
士 

 

36 南阳师范学院 工程硕士 生物工程 

37 洛阳师范学院 教育硕士  

38 黄冈师范学院 教育硕士  

39 咸宁学院 药学硕士  

40 湖北经济学院 会计硕士  

41 邵阳学院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食品工程 

42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农业硕士  

43 湖南工程学院 工程硕士 动力工程、纺织工程 

44 广东金融学院 金融硕士  

45 广西财经学院 会计硕士  

46 重庆科技学院 工程硕士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安全工程 

47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教育硕士  

48 绵阳师范学院 工程硕士 环境工程 

49 四川警察学院 警务硕士  

50 西安医学院 临床医学硕士  

51 西京学院 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控制工程 

 

 



二、2018年参加验收评估项目试点高校名单 

1.硕士项目 

序号 高校名称 专业学位类别 工程领域 

1 中央司法警官学
院 

法律硕士  

2 上海海关学院 税务硕士  

3 防灾科技学院 工程硕士 地质工程 

4 中国劳动关系学
院 

公共管理硕士  

5 中华女子学院 社会工作硕士  

6 长治医学院 临床医学硕士  

7 赤峰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8 琼州学院 旅游管理硕士  

9 云南警官学院 警务硕士  

10 天水师范学院 教育硕士  

11 宁夏师范学院 教育硕士  

12 昌吉学院 工程硕士 化学工程、材料工
程 

 

2.博士项目 

序号 高校名称 博士项目名称 
授予学位学科名

称 

1 北方工业大学 
特大城市道路交通智能控制
系统理论与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 

2 北京工商大学 
食品(含保健食品)添加剂与
安全 

食品科学与工程 

3 北京服装学院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抢救传
承与设计创新 

设计学 

4 
北京建筑工程学
院 

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与技术 建筑学 

5 首都体育学院 青少年身体运动功能训练 体育学 

6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双师型职教师资 教育学 



序号 高校名称 博士项目名称 
授予学位学科名

称 

7 天津外国语大学 
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
研究 

外国语言文学 

8 内蒙古民族大学 中药学(蒙药学) 中药学 

9 吉林师范大学 满族语言文化 中国语言文学 

10 长春师范学院 东北民族与边疆 中国史 

11 黑龙江科技学院 
煤矿事故应急救援与影响控
制 

安全科学与工程 

12 常州大学 
光伏材料与器件产业化制造
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13 徐州师范大学 
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遗传
育种与生物技术 

生物学 

14 南京财经大学 
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与政
策 

应用经济学 

15 浙江农林大学 竹资源与高效利用 林学 

16 漳州师范学院 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研究 中国语言文学 

17 东华理工大学 
铀资源勘查开发与核废物地
质处置 

地质资源与地质
工程 

18 江西理工大学 离子型稀土资源开发利用 矿业工程 

19 山东建筑大学 绿色建筑技术及其理论 建筑学 

20 潍坊医学院 公共卫生危机管理 
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 

21 鲁东大学 问题青少年教育矫正管理 教育学 

22 河南工业大学 国家粮食安全（产后） 食品科学与工程 

23 吉首大学 
国家连片特困地区 (武陵山
区)生态扶贫 

民族学 

24 贵州民族学院 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管理 社会学 

25 西北政法大学 
服务西北地区稳定发展与国
家安全 

法学 

26 新疆财经大学 
中国(新疆)-中亚经济与贸易
合作 

应用经济学 

27 沈阳大学 污染场地修复与风险管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 

28 烟台大学 重大新药新型释药系统 药学 



序号 高校名称 博士项目名称 
授予学位学科名

称 

29 浙江财经学院 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 应用经济学 

30 重庆工商大学 三峡库区百万移民安稳致富 应用经济学 

31 河北工程大学 
水资源水环境调控及综合管
理 

水利工程 

32 沈阳理工大学 网络赋能弹药技术 兵器科学与技术 

33 大连外国语学院 东北亚外交外事 外国语言文学 

34 杭州师范大学 治未病与健康管理 公共管理 

35 湖南工业大学 绿色包装与安全 材料科学与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