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届本科毕业生专业信息一览表
学校本科招聘总负责人：林老师18077345127/陈老师15977077834

序号 校区 就业方向（岗位） 学院 专业名称（*为师范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人数 联系方式

1

王城
中小学教师、文化产业、

旅游管理及其他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历史学 历史学 历史学类 106
贲老师/13321732677

/0773-28222002 旅游管理
管理学

旅游管理类 49

3 文化产业管理 工商管理类 48

4

雁山

中小学教师、文秘、新闻、

编辑、新媒体及其他

文学院/新闻与传播

学院

*汉语言文学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212

黄老师/18589947603

5
汉语言文学（国家中文基地

班）
31

6 *汉语国际教育 75

7 秘书学 71

8 网络与新媒体
新闻传播学类

70

9 新闻学 56

10
中小学教师、行政、管理及

其他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

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95

严老师/18174190226

/0773-3698185
11

司法、律师、法务及其他 法学院
法学

法学 法学类
187

韩老师/15678303120
12 法学（独秀试验班） 30

13

管理、行政、文员及其他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57

黄老师/15697738978
14 劳动与社会保障 46

15 政治学与行政学 法学 政治学类 55

16 社会学 管理学 社会学类 41

17

经济、金融、营销、财务、

人力管理及其他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经济学

金融学类 96 杨老师/15977440155

/0773-369803519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类 76

18 经济学 经济学类 100
孙老师/13627736006

20 会计学 工商管理类 94

19 工商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76
杨老师/15977440155

/0773-3698035
2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0

王老师/15678360426
22 人力资源管理 60

23

中小学教师、翻译、国际贸

易、电子商务、行政、文员

及其他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130

韦老师/18177899802

韩老师/15078372328

24 朝鲜语 34

25 翻译 75

26 日语 32

27 商务英语 227

28
中小学教师、行政管理及

其他

教育学部

*公共事业管理

（教育管理）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41

陈老师/15678381496

/0773-3695611

29

中小学教师、特教、心理健

康教育管理及其他

*应用心理学 理学 心理学类 39

30 *小学教育

教育学 教育学类

51

31 *特殊教育 31

32 *学前教育 39

33 *教育技术学 37

34 育才 健康管理、教师及其他 健康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健康管理）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80
何老师/15907882655

/0773-5858445
35

雁山

中小学教师、信息统计、

数据处理计算、大数据

及其他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

数学类 177

沈老师/13877308659

/0773-5848157

36 统计学 统计学类 64

37 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学类 50

38 应用统计学 统计学类 42

39

中小学教师、软件开发、

编程、信息安全及其他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

程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63

贾老师/15577353129

/0773-3560732

4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计算机类

146

41 软件工程 84

42 信息安全 55

43

育才

中初等教育教师、电子、

通信工程、自动化及其他
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子信息类

51

陈老师/13481391177

/0773-5822251

44
电子信息（大类）

独秀试验班
30

45 电子信息工程 104

46 通信工程 92

47
中小学教师、测控、

仪器制造及其他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学 理学 物理学类 122
韦老师/18807735098

/0773-5846442
48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学 仪器类 34

49 *科学教育 教育学 教育学类 35

50
中小学教师、应用化学、

生化、制药及其他
化学与药学学院

*化学
理学 化学类

154

周老师/1350773726951 应用化学 34

52 制药工程 工学 化工与制药类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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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届本科毕业生专业信息一览表
学校本科招聘总负责人：林老师18077345127/陈老师15977077834

序号 校区 就业方向（岗位） 学院 专业名称（*为师范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人数 联系方式

53

雁山

中小学教师、环保、环境及

其他
环境与资源学院

*地理科学 理学 地理科学类 97
曾老师/18677395057

/0773-3690219
54 环境工程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41

55 环境科学 43

56
中小学教师、生物技术、

医药、环境生态及其他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
理学 生物科学类

119
卢老师/13978306530

/0773-3560375
57 生物技术 50

58 环境生态工程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39

59

中小学教师、管理、体育、

行政及其他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教育学 体育学类

102

麦老师/13367832545

/0773-3697276

60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32

61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25

62 运动训练 143

63
中小学教师、艺术、音乐、

舞蹈、其他
音乐学院

*音乐学

艺术学

音乐与舞蹈学类

129

翟老师/1807843866164 舞蹈学 58

65 音乐表演 25

66

中小学教师、书法、美术、

设计、管理、其他
美术学院

*美术学

美术学类

79

刘老师/13978304705

/0773-3690566

67 绘画（商业插画） 35

68 绘画（水彩画） 15

69 绘画（油画） 20

70 绘画（中国画） 22

71 书法学 45

72

中小学教师、广告和环境设

计、产品包装、影视动画、

服装服饰及其他

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设计学类 67

李老师/18807738699

/0773-8996712

73 动画 戏剧与影视学类 60

74 服装与服饰设计

设计学类

31

75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服装设计与表演）
15

76 公共艺术 31

77 环境设计 108

78 视觉传达设计 69

79 工业设计 工学 机械类 27

80

育才

学前教师、中高职教师

及其他

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职教师资)
教育学 教育学类

34

周老师/18207731755

/0773-5834269

81 学前教育（中职升本） 108

82
计算机、软件开发、

中高职教师及其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职教师资) 工学 计算机类
37

8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中职升本)
66

84

广告和环境艺术设计、

影视动画、服装服饰、

中高职教师及其他

动画（职教师资） 艺术学 戏剧与影视学类 29

85
工艺美术（职教师资）

（专升本）
艺术类

设计学类

22

86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中职升本）

艺术学

41

87 环境设计（职教师资） 59

88 环境设计（中职升本） 40

89 视觉传达设计（职教师资） 34

90 文秘、中高职教师及其他 秘书学(职教师资)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54

91 会计、财务、中高职教师

及其他

会计学（职教师资）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50

92 会计学（中职升本） 87

93 旅游、酒店、管理、

中高职教师及其他

旅游管理(职教师资)
旅游管理类

47

94 旅游管理（中职升本） 74

95
交通物流、中高职教师

及其他
物流管理（职教师资）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40

96 电子、中高职教师及其他 电子信息工程(职教师资)

工学

电子信息类 37

97
机械、自动化、中高职教师

及其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职教师资）

机械类

37

9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中职升本）
53

99
汽修、汽车销售、中高职教

师及其他

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职教师资)
21

100
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中职升本)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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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届博士研究生专业信息一览表
学校研究生招聘总负责人：张老师18978329893

序号 校区 学院 专业名称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人数 辅导员

1 雁山
文学院/新闻与传

播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5

彭老师/18378338842/

0773-3698062

2

雁山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2

陆老师/15807736067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6

5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8

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

究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

究
1

7

育才 化学与药学学院

分析化学

理学 化学

7

穆老师/13457672185/

0773-5850057

8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1

9 无机化学 18

10 物理化学 8

11 有机化学 6

2020届硕士研究生专业信息一览表
序号 校区 学院 专业名称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人数 辅导员

1

育才

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27 覃老师/17776503361/

0773-58082832 电子与通信工程 工学 工程 52

3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

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7 廖老师/15078331629/

0773-3560693
4 软件工程 工学 软件工程 40

5

雁山 数学与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经济学 应用统计 34

廖老师/15697731186

6 统计学 理学 统计学 8

7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教育学 8

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理学 统计学 7

9 基础数学 理学 数学 7

10 应用数学 理学 数学 10

11 数学教育 理学 数学 1

12 学科教学(数学) 教育学 教育 20

13

育才 化学与药学学院

合成与天然药物化学 理学 化学 13

穆老师/13457672185/

0773-5850057

14 化学 理学 化学 77

15 化学工程与技术 工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11

16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教育学 3

17 学科教学(化学) 教育学 教育 14

18 制药工程 工学 工程 10

19

雁山

生命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教育学 1

张老师/18677380971/

0773-3560197

20 生态学 理学 生态学 15

21 生物学 理学 生物学 46

22 学科教学(生物) 教育学 教育 22

23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农学 林学 1

24

环境与资源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15
李老师/18877315253/

0773-3690219
25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教育学 4

26 学科教学(地理) 教育学 教育 19

27

育才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

院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教育学 4

刘老师/17877355250/

0773-5820611

28 物理学 理学 物理学 35

29 系统分析与集成 理学 系统科学 4

30 系统理论 理学 系统科学 2

31 学科教学(物理) 教育学 教育 15

32
科学教育研究所

科学教育 教育学 教育 5

33 科学与技术教育 教育学 教育 13

34

雁山
文学院/新闻与传

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教育学 汉语国际教育 38

彭老师/18378338842/

0773-3696203

35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教育学 7

36 美学 哲学 哲学 5

37 民俗学 法学 社会学 5

38 人类学 法学 社会学 2

39 学科教学(语文) 教育学 教育 34

40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79



2020届硕士研究生专业信息一览表
序号 校区 学院 专业名称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人数 辅导员

41

王城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

院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历史学 考古学 7

吴老师/13918807554/

0773-2852363

42
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

、古文字学)
历史学 中国史 1

43 旅游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 4

44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硕士 旅游管理硕士 94

45 民俗学 法学 社会学 2

46 民族学 法学 民族学 1

47 世界史 历史学 世界史 8

48 学科教学(历史) 教育管理 教育管理 10

49 中国古代史 历史学 中国史 9

50 中国近现代史 历史学 中国史 8

51 中国少数民族史 法学 民族学 2

52 专门史 历史学 中国史 3

53

雁山

经济管理学院

理论经济学 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3

于老师/18593939006/

0773-3698036

54 旅游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 3

55 企业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 17

56 应用经济学 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17

5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1

陆老师/15807736067

58 科学技术哲学 哲学 科学技术哲学 3

59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
政治学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
3

60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3

61 伦理学 哲学 伦理学 3

6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

6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5

64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6

6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0

66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21

67 外国哲学 哲学 外国哲学 3

68 学科教学(思政) 教育学 学科教学(思政) 15

69 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2

70 中共党史 政治学 中共党史 4

71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

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

究
5

72
法学院

法学 法学 法学 73 梁老师/15697730188/

0773-3696001
73 法硕 法学 法学 38

74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

院

行政管理 管理学 公共管理 18

梁老师/13978387834/

0773-3696003

75 社会保障 管理学 公共管理 9

76 社会工作 法学 社会工作学 25

77 社会学 法学 社会学 5

78 政治学 法学 政治学 11

79

外国语学院

朝鲜语笔译 文学 翻译 7

邓老师/15078305168

80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教育学 16

81 日语笔译 文学 翻译 4

82 外国语言文学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38

83 学科教学(英语) 教育学 教育 79

84 英语笔译 文学 翻译 65

85 英语口译 文学 翻译 8



2020届硕士研究生专业信息一览表
序号 校区 学院 专业名称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人数 辅导员

86

雁山 教育学部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 教育 7

邱老师/15296801623/

0773-3871983

87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教育 11

88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教育 9

89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教育学 心理学 15

90 教师教育 教育学 教育 5

91 教育管理 教育学 教育 30

92 教育经济与管理 管理学 公共管理 11

93

教育学（含比较教育学、

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

、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

教育学）

教育学 教育学 35

94 民族教育 教育学 教育 4

95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

教育
教育学 教育 6

96 现代教育技术 教育学 教育 25

97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学 教育 15

98 学前教育 教育学 教育 21

99 应用心理 教育学 应用心理 20

100 育才 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 教育学 教育学 36 糜老师/18707732155

101

雁山

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教育学 体育 31
韩玲玲/13457689520/

0773-3697335
102 体育学 教育学 体育学 30

103 运动训练 教育学 体育 12

104
美术学院

美术 艺术学 艺术 43 连老师/18207731863/

0773-3690566105 美术学 艺术学 美术学 29

106

设计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教育学 1

黄老师/13036939701/

0773-8996576

107 美术学 艺术学 美术学 2

108 设计学 艺术学 设计学 27

109 艺术设计 艺术硕士 艺术设计 63

110

音乐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学 教育学 2

周老师/18778332518/

0773-3698909

111 舞蹈 艺术学 艺术 4

112 学科教学(音乐) 教育学 教育 6

113 音乐 艺术学 艺术 21

114 音乐与舞蹈学 艺术学 音乐与舞蹈学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