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贿省学位翻会文件
陕学位〔2021〕5号

关于2021年陕西普通高等学棱新增学击学位 

據权专业及部分专业调整学壬学位撥权的批复
各有关高等学校：

在各相关高校自主审核的基础上，经省学位委员会研究决 

定，同意西安交通大学等35所高校的79个专业新增列为学击学 

位授权专业（见附件1），同意长安大学的1个专业调整学击学 

位授予权（见附件2）。
各有关商校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 

行实施办法段及有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做巧学击学位授予工作。

渔，保证质量

（依申请公开）



附件1

2021年陕西普通高等学校 新增学±学位授权专业名单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予口类

西安交述大学 基础医学106% 100101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10701 0809！ 11’长 网络空间安全
西安工业大学 物流管理 管理学10702 120601

西安石油大学 金融学 经济学10705 ‘020301杉

长巧大学 ±地整治工程 工学107… 082306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化学生物学 理学070303了

陕西师范乂学 新能源材将与器件10718 0804141

延安大学 自动化 了学10719 080801

延安大学 給排水科学与工程 工学10719 081003
谓南师范学院 俄语10723 050202

渭南师范学院 表演 艺术学10723 130301

西安外圉语大学 马来语 文学10724 050217

西安外国语大学10724 050228

西安外国语大学 乌克兰语 文学10724 050247

西安外国语火学 哈萨克语10724 050257

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政治 法学10726 030202

两北政法大学 财务管理 管理学10726 120204

西安音巧学晚 艺术史论 玄术学10728 )30101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11080 050261

西安文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学1)080 080705

西安文巧学院 机器人工手呈11080 0808037

愉林学院 小学教育 教育学11395 040107

愉林学院 商务英语11395 050262

愉林学院 设施农业科学巧了程11395 090106

商洛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1396 0503061
26 '闻洛学院.- 食品.节生与营养11396 100402 理学乎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么称 学位授予I’］类
商洛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11396 120204

巧康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文学11397 0503061

安康学院 物联网工程08090511397

安康学院 护理学 理学11397

安康学院 电子商务 給理学11397 120801 回
西安培华学院 金融了程 经济学11400 020302

西安培华学院 医学信息工程11400 0807111

西安航空学院 商务英语 文学11736 050262

西安航空学院 巧合材料与I：程 工学08040811736

西安航空学院36 通信工程080703

西安航空学院 机器人工程11736 0808031

西安航空学院38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1736 081003

西安医学院 康复治疗学39 理学11840 101005

西安欧亚学院 学前教育 教育学40 040106

西安欧亚学院 体育经济与管理 管理学1202121

西安外事学院 经济与金融 经济学020307112713

西安外事学院 学前教育 教育学040106

西安外事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艺术学130309

西京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050306112715

西京学院 电气：！：巧及其自动化 工学46 080601

西京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理学10100312715

西安思源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文学48 0503061

西安思源学院 网络工程49 080903

西安思源学院 电子商务 管理学120801

陕西国脉商贸学院 学前教育 敦育学04010613123

陕西国际商资学院 物流管理 管理学120601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电子商务 经济学120801

睐巧国际商贸学院 工艺美术 玄术学130507

陕西服装工招学院 金融王程 经济学02030213125

陳西服装工巧学院 学前教育56 教育学13125 040106

西安交迎工巧学院 木正陛 工学13569 081001

'巧安交迎..［巧学院58 财务管理 管理学12020413569



单位名称单位代码 专业代码 专业么称 学位授予口类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迎信1程13677 080703

60 西安交通火学城市学院 播音与主持芭术 艺术学13677 130309

巧北大学现化学院 舞蹈学 艺术学13678 。0205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13678 130508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溃学院 音乐表演0679 芝术学。0201

西安财经火学行知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13680 0503061 文学
65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学院 产品设计 苦术学13680 130504

陕西科技大学稿京学院66 金融工程 经济学13681 020302

陕西科技大学稿京学院 物流管理13681 管理学120601
68 陕西科技大学搞京学院 电子商务 管理学13681 120801
69 西安工商学院 工程造价13682 120105 管理学
70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康巧治疗学 理学0683 101005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金融了程 经济学14042 02030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学前教育 教育学14042 040106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电子商务 管理学14042 120801

西安科技大学商新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14042 芭术学130508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运动康复14巧0 理学0402067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应用化学143% 070302 理学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14390 070503 理学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物联网工程143% 080905

陕西学前师巧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143% 120204



附件2

2021年陕西普通高等学校 

调整学壬学位授权专业名单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予口类单位名称序号 单位代码

环境料学 工学长安大学 08250310710



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5月24曰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