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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学位委员会文件 

 

 

 

 

 

 

陕学位〔2015〕3 号 

    

 

 

 

 

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关于 2015 年陕西普通高等学校 

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的批复 

 

各有关高等学校： 

根据《陕西普通高等学校申请新增列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及

专业审核办法》（陕学位〔2014〕1 号）和《关于做好 2015 年新

增学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陕学位办〔2014〕32 号）精

神，西安交通大学等 29 所已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按照规

定的程序和标准，共对 60 个拟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进行了自

主审核。根据学校审核意见，省学位委员会研究决定，同意西安

交通大学等 29 所高校的 60 个专业增列为学士学位授权专业。此

次新增授权专业全部按《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2012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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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通知》（教高〔2012〕9 号）和《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整理审核汇总表>的通知》（教高〔2013〕3 号）等

文件精神和规定的专业代码、专业名称、学位门类批复，各有关

高校在上述两个文件执行之前所招学生的学位授予仍按原专业

及原学位门类执行。请相关高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及其暂行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坚持标准，保证质量，做好学士

学位授予工作。 

附件：2015 年陕西普通高等学校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名单 

 

 

 

 

陕西省学位委员会 

                                2015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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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5 年陕西普通高等学校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名单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申请专业情况申请专业情况申请专业情况申请专业情况 

专业代码专业代码专业代码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专业名称专业名称专业名称 拟授学位门类拟授学位门类拟授学位门类拟授学位门类 

1 10697 西北大学 

080905 物联网工程 工学 

081304T 能源化学工程 工学 

020102 经济统计学 经济学 

2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080503T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工学 

080905 物联网工程 工学 

3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080708T 水声工程 工学 

080905 物联网工程 工学 

4 10700 西安理工大学 

080905 物联网工程 工学 

080503T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工学 

081703 印刷工程 工学 

5 10702 西安工业大学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 

130310 动画 艺术学 

6 1070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070202 应用物理学 理学 

080201 机械工程 工学 

081303T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工学 

7 10705 西安石油大学 
080411T 焊接技术与工程 工学 

081401 地质工程 工学 

8 10708 陕西科技大学 
080501 能源与动力工程 工学 

081502 石油工程 工学 

9 10709 西安工程大学 

080206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工学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艺术学 

10 10719 延安大学 120103 工程管理 工学 

11 10721 宝鸡文理学院 081201 测绘工程 工学 

12 10722 咸阳师范学院 
020101 经济学 经济学 

071102 应用心理学 教育学 

13 10723 渭南师范学院 

040106 学前教育 教育学 

120601 物流管理 管理学 

080902 软件工程 工学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学 

14 10728 西安音乐学院 130308 录音艺术 艺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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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申请专业情况申请专业情况申请专业情况申请专业情况 

专业代码专业代码专业代码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专业名称专业名称专业名称 拟授学位门类拟授学位门类拟授学位门类拟授学位门类 

15 11080 西安文理学院 
050107T 秘书学 文学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学 

16 11395 榆林学院 120402 行政管理 管理学 

17 11396 商洛学院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学 

18 11397 安康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理学 

030302 社会工作 法学 

19 11560 西安财经学院 
080903 网络工程 工学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艺术学 

20 11664 西安邮电大学 

082107 信息对抗技术 工学 

080712T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工学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学 

21 12712 西安欧亚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工学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020301K 金融学 经济学 

22 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学 

120203K 会计学 管理学 

23 12714 西安翻译学院 
050261 翻译 文学 

120103 工程管理 管理学 

24 12715 西京学院 
120901K 旅游管理 管理学 

080208 汽车服务工程 工学 

25 13121 西安思源学院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学 

26 13123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 

100701 药学 理学 

27 13678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艺术学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工学 

28 1367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080405 金属材料工程 工学 

29 1404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08100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工学 

080501 能源与动力工程 工学 

 

  抄送：教育部。 

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2015 年 6 月 2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