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大学 2020 年各招生学院联系方式及招生专业
招生专业（领域）名称及代码

学院

学院

代码

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020200 应用经济学（全日制），120300 农林
经济管理（全日制），095138 农村管理（全
日制、非全日制），095137 农村发展（全日

101

经济
学院

周老师

0716-8062251

549089902@qq.com

制、非全日制），125100 工商管理(非全日制)
035101 法律（非法学）(全日制、非全日制)，
035102 法律（法学）(全日制、非全日制)，

102

035200 社会工作（全日制、非全日制）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日制)，

陈老师，

院

何老师

0716-8060329

2558030762@qq.com（法硕），
512491184@qq.com（社工）

马克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全日制)，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全日制)，030506 中国

法学

103

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全日制),045102 学

思主
义学

朱老师

0716-8060733

176038496@qq.com

代老师

0716-8060189

747548427@qq.com

院

科教学（思政）（全日制、非全日制）
040101 教育学原理(全日制、非全日制)，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全日制、非全日制)，
040105 学前教育学(全日制、非全日制)，
040106 高等教育学(全日制、非全日制)，
045101 教育管理（全日制、非全日制），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全日制、非全日制），045115
小学教育（全日制、非全日制），045116 心
理健康教育（全日制、非全日制），045117

104

教育
学院

科学与技术教育（全日制、非全日制），045118
学前教育（全日制、非全日制），045120 职
业技术教育（全日制、非全日制）
040303 体育教育训练学(全日制、非全日制)，
045112 学科教学（体育）（全日制、非全日
制），045201 体育教学(全日制、非全日制)， 105
045202 运动训练(全日制、非全日制)，045204

体育
学院

卢老师

0716-8062395

13068420@qq.com

周老师

0716-8062644

115621720@qq.com

李老师

0716-8060465

1043804745@qq.com

周老师

0716-8060182

602504960@qq.com

贾老师

0716-8062070

517430067@qq.com

社会体育指导(全日制、非全日制)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全日制），060200 中
国史（全日制），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全日制、非全日制），045109 学科教学（历

106

文学
院

史）（全日制、非全日制）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全日制)，
055100 翻译（全日制），045108 学科教学（英

外国
107

语）（全日制、非全日制）

语学
院
信息

070100 数学(全日制、非全日制)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全日制、非全日制）

108

与数
学学
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全日制、非全日制)，

物理

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全日制、非全日
制）070201 理论物理(全日制)，070203 原子
与分子物理(全日制)，070205 凝聚态物理(全
日制、非全日制)，070207 光学(全日制、非
全日制)， 070208 无线电物理(全日制、非全

与光
109

电工
程学
院

日制)，080300 光学工程（全日制、非全日制）

077601 环境科学(全日制、非全日制)，077602
环境工程(全日制、非全日制)，081702 化学

化学

工艺(全日制、非全日制)，081703 生物化工
(全日制)，081704 应用化学(全日制、非全日
制)，081705 工业催化(全日制)，0817Z1 材

与环
110

境工

杨老师

0716-8060929

584753107@qq.com

李老师

027-69111092

83263809@qq.com

朱老师

027-69111006

853093392@qq.com

程学

料化工(全日制)，0820Z1 油气田应用化学★

院

(全日制)，085216 化学工程(全日制、非全日
制)，085204 材料工程(全日制、非全日制)
082001 油气井工程★(全日制、非全日制)，
082002 油气田开发工程★(全日制、非全日
制)，082003 油气储运工程★(全日制)，

石油
111

0820Z1 油气田应用化学★(全日制)，085219

工程
学院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全日制、非全日制)
地球

070801 固体地球物理学(全日制)，070802 空

物理

间物理学(全日制)，081802 地球探测与信息
技术★(全日制、非全日制)，0818Z2 地球物
理测井★(全日制)，085217 地质工程(全日
制、非全日制)

112

与石
油资
源学
院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全日制)，
0709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全日制、非
全日制)，070903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全日
制)，070904 构造地质学(全日制)，070905
第四纪地质学(全日制)，081801 矿产普查与

地球
113

科学

马老师

027-69111218

107163871@qq.com

曾老师

027-69111182

10543414@qq.com

孙老师

0716-8060185

2296710337@qq.com

张老师

0716-8060354

1736857384@qq.com

学院

勘探★(全日制、非全日制)，081803 地质工
程★(全日制、非全日制)，085217 地质工程
(全日制、非全日制)
070901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全日制、非
全日制)，070902 地球化学(全日制、非全日

资源

制)，081801 矿产普查与勘探★(全日制、非
全日制)，081802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全

114

日制、非全日制)，081500 水利工程（全日制、

与环
境学
院

非全日制），085217 地质工程(全日制、非全
日制)
080200 机械工程(全日制、非全日制)，080700
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全日制、非全日制），

机械

0820Z2 石油矿场机械★(全日制、非全日制)， 115

工程

085201 机械工程(全日制、非全日制)，095136

学院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全日制、非全日制)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全日制)，081002 信
号与信息处理(全日制)，0818Z5 油气信息探
测与仪器装备★(全日制)，085208 电子与通
信工程(全日制、非全日制)

电子
116

信息
学院

0775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全日制、非全日
制），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全日制、
非全日制），085211 计算机技术（全日制、

计算
117

非全日制）

机科
学学

方老师

0716-8060922

408557626@qq.com

韩老师

0716-8060459

cjdxcjyjs@126.com

雷老师

0716-8066911

350685661@qq.com

吕老师

0716-8066810

454949341@qq.com

院

081401 岩土工程(全日制、非全日制)，081402
结构工程(全日制、非全日制)，081403 市政
工程(全日制、非全日制)，081404 供热、供
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全日制、非全日制)，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全日制、非
全日制)，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全日制、

城市
118

建设
学院

非全日制)，0814Z1 工程管理(全日制、非全
日制)，083400 风景园林学(全日制、非全日
制)，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全日制、非全
日制)，095300 风景园林（全日制、非全日制）
0818J1 农业地质★(全日制、非全日制)，
090100 作物学★(全日制、非全日制)，090300
农业资源与环境（全日制、非全日制），090400
植物保护(全日制、非全日制)，095131 农艺

119

农学
院

与种业(全日制、非全日制)，095132 资源利
用与植物保护(全日制、非全日制)
083400 风景园林学(全日制、非全日制)，
0901Z2 园艺植物资源与利用★(全日制)，
090200 园艺学（全日制、非全日制），095131
农艺与种业(全日制、非全日制)，095300 风
景园林(全日制、非全日制)

园艺
120

园林
学院

090801 水产养殖(全日制)，071002 动物学(全
日制)， 071004 水生生物学(全日制)，071005
微生物学(全日制)，090800 水产（全日制、
非全日制），095133 畜牧(全日制、非全日制)，

动物
121

科学

郭老师

0716-8066256

422127959@qq.com

张老师

0716-8066182

1934112@qq.com

学院

095134 渔业发展(全日制、非全日制)，095200
兽医(全日制、非全日制)
071001 植物学(全日制)，071002 动物学(全
日制)，071005 微生物学(全日制)，071007
遗传学(全日制)，071009 细胞生物学(全日
制)，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全日
制)，071300 生态学(全日制)，083200 食品
科学与工程（全日制、非全日制），095131
农艺与种业(全日制、非全日制)，095133 畜
牧(全日制、非全日制)，095134 渔业发展(全
日制、非全日制)，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全
日制、非全日制)

生命
122

科学
学院

100201 内科学(全日制)，100202 儿科学(全
日制)，100204 神经病学(全日制)，1002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全日制)，100206 皮肤
病与性病学(全日制)，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
医学(全日制)，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全日
制)，100210 外科学(全日制)，100211 妇产
科学(全日制)，100212 眼科学(全日制)，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全日制)，100214 肿瘤
学(全日制)，100217 麻醉学(全日制)，100218
急诊医学(全日制)，100200 临床医学(非全日
制)，100100 基础医学（全日制），105101
内科学(全日制)，105102 儿科学(全日制)，

123

医学
部

赵老师

0716-8062632

33995040@qq.com

杨老师

0716-8060931

248429918@qq.com

105104 神经病学(全日制)，105105 精神病与
精神卫生学(全日制)，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
学(全日制)，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全日
制)，105108 临床检验诊断学(全日制)，
105109 外科学(全日制)，105110 妇产科学(全
日制)，105111 眼科学(全日制)，105112 耳
鼻咽喉科学(全日制)，105113 肿瘤学(全日
制)，105116 麻醉学(全日制)，105117 急诊
医学(全日制)，105118 临床病理学 (全日
制)，105400 护理(全日制、非全日制)
120201 会计学(全日制、非全日制)，120202
企业管理(全日制)，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全日制)

124

管理
学院

管理
125100 工商管理(非全日制)

124

学院
MBA 中

张老师

0716-8061178

181812776@qq.com

叶老师

0716-8060758

mpacc@yangtzeu.edu.cn

石老师

0716-8062583

690121878@qq.com

心
管理
125300 会计（全日制、非全日制）

124

学院
MPAcc
中心

045111 学科教学（音乐）（全日制），135107
美术(全日制、非全日制)，135108 艺术设计

125

(全日制、非全日制)

备注：带有“★”号的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艺术
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