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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新闻传播大类 

 

6601  新闻出版类 

专业代码 660101 

专业名称 图文信息处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图文信息处

理的基本知识，具备熟练运用现代图文信息处理技术进行图文信息输入、处理编排、输出的

能力，从事图像处理与排版、网页设计与制作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文化产品行业，在图像处理与排版、网页设计与制作岗位群，从事计算机图文

信息处理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快速、精准的文字录入能力； 

3．具备数字图像的获取能力； 

4．具备新闻类产品的规范排版能力； 

5．具备色彩管理与完稿处理能力； 

6．具备图文信息编辑能力； 

7．具备图文信息多用途输出能力； 

8．具备图文信息处理业务的管理能力； 

9．具备图文信息技术指导与培训能力。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色彩原理与应用、图像处理、图形制作、版式设计与编排、网页制作、多媒体出版物制

作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五笔字型输入、图像输入、图像图形处理、图文编排、印前模拟等实训。 

在各类媒体进行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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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平版制版工（中级、高级） 印前制作员（中级、高级）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计算机应用 办公室文员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数字媒体技术 数字出版 

 

 

专业代码 660102 

专业名称 网络新闻与传播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网络新媒体

传播基本理论知识，具备网络信息检索分析、网络新闻编辑发布、网络宣传策划能力，从事

网站栏目策划、网络新闻采编、网络信息编辑、网页设计与制作、网站管理优化、网络宣传

策划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网络信息等文化传播行业和政府机关，在网络信息中心

以及各类互联网站的网络新闻采编、网络信息制作与网站内容管理岗位群，从事网络新闻采

编与发布、网站建设与管理、网络宣传策划与实施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素材数字化采集、信息分类和加工能力； 

3．具备对网络信息进行编辑加工、审核及监控能力； 

4．具备原创网络新闻或专题采访、撰写稿件能力； 

5．具备运用信息发布系统和制作、美化网页的能力； 

6．具备网站管理、维护和优化能力； 

7．具备网站策划和网站推广能力； 

8．具备网络宣传策划和实施能力。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数字资源检索与分析、网页设计与制作、网络新闻采编、网络写作、网络音视频处理、

网络信息编辑、网络宣传与策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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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网页设计与制作和网络信息编辑等实训。 

在互联网企业和其他企事业单位网站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网络编辑员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网站建设与管理 计算机网络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计算机平面设计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新闻学 传播学 网络与新媒体 数字媒体技术 

 

 

专业代码  660103 

专业名称  版面编辑与校对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辅助编辑、

设计知识，具备出版物辅助编辑、版面设计的能力，从事出版物录入、排版、校对等工作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新闻出版行业，在录入、排版、校对、辅助编辑和设计岗位，从事各类出版物

录入、排版、校对、辅助编辑和设计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掌握方正书版和方正飞翔软件的基本知识、适用范围、使用方法与技巧，具备文字、

段落、文章、图形和图像、图文混排、颜色的设定、公式排版、组版等能力，编排出符合出

版要求的版面； 

3．掌握编辑工作的选题策划、组稿、审读、编辑加工、发稿知识，掌握编辑工作的流程，

具备文稿辅助编辑加工能力； 

4．掌握校对工作的基本规程，熟悉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校对方法，以及折

校技术、点校技术、平行点校技术和人机结合校对技术，具备文稿校对能力； 

5．掌握书籍装帧设计的基本概念、设计程序及设计技巧，能够设计出与书籍内容相应的

阅读环境，实现良好的使用功能和审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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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文字录入、编辑理论与实务、校对理论与实务、数字编排技术、书籍设计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文字录入、图书编辑、文稿校对、出版物数字编排和图书整体设计等实训。 

在各类出版传媒企业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出版专业职业资格（初级） 网络编辑（三级、二级） 出版物发行员（中级、高级）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文秘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编辑出版学 汉语言文学 

 

 

专业代码 660104 

专业名称 出版商务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出版物营销

策划的基本理论与实务，熟悉出版物生产流通环节，了解版权事务，具备较强的出版物营销、

电子商务及新媒体营销能力，从事出版物发行、营销策划、出版市场调研等工作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各类新闻出版机构、出版物发行机构、新兴文化工作室、图书网站等单位，在

发行、市场、营销、策划等岗位，从事出版物发行、营销策划、市场调研、电子商务、印务

管理、版权贸易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出版物进、销、储、运、调的实际工作能力； 

3．掌握出版物营销策划的基本理论与实务技巧； 

4．掌握电子商务交易知识、电子商务网站物流组织与管理以及新媒体营销相关知识； 

5．掌握出版物市场调查与预测的基本技能； 

6．熟悉商务谈判的基本知识与技能，熟悉出版服务贸易规则； 

7．熟悉出版发行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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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了解图书出版印制业务和流程，具备一定的成本管理能力； 

9．了解发行企业运作及企业管理基本内容。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出版物发行实务、出版物营销实务、出版物流管理实务、出版物市场调查与预测、电子

商务、新媒体营销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出版商务专业认知、出版物流组织与管理、出版物市场调研与分析、出版物

营销策划、出版商务综合等实训。 

在出版机构、书刊发行公司、经销图书业务的大型电商平台、网络书店、新媒体图书频

道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出版物发行员（中级、高级） 助理电子商务师 电子商务师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出版与发行 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编辑出版学 数字出版 市场营销 

 

 

专业代码 660105 

专业名称 出版与电脑编辑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出版物和出

版活动以及新媒体传播等专业知识，具备文字编辑、图文设计和制作、校对、网络设计和制

作及编辑业务管理等专业能力，从事编辑、技术编辑、校对、编务管理、网络编辑等工作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出版单位、文化传播公司、网络传播公司、广告公司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

校对、技术编辑、图文编辑、网络编辑、编务管理、宣传企划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出版专业初级技术人员应具备的编辑加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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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专业校对能力，能担任一般书稿的校对工作； 

4．掌握出版物的技术设计、印制知识和技能，能够对出版流程和出版物成本进行有效控

制； 

5．掌握多种文字处理、图形制作、图像制作、图文编辑软件，具有版面设计和制作能

力；  

6．了解网站设计和制作的工作流程和方法，具备独立完成网页编辑工作的能力。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出版概论、编辑理论与实务、校对实务、出版物经营实务、版面设计实务、网络编辑与

策划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出版行业认知、编校、书刊整体设计、按需出版、网页设计与制作等实训。 

在各类出版单位、文化传播公司、图文制作公司、广告公司、网络传播公司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出版专业职业资格（初级） 包装设计师（中级、高级） 网络编辑（三级、二级）  

出版物发行员（中级、高级）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文秘 出版与发行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编辑出版学  传播学  数字出版 

 

 

专业代码  660106 

专业名称  出版信息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现代出版文

化企业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具备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能熟练利用计

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从事基层营销管理、市场业务开拓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出版文化企业，在营销管理和办公室事务管理岗位，从事基层营销管理、市场

业务开拓、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事务管理、物流管理、市场调研、客户服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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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运用计算机处理信息和网络搜索与传输能力，以及口头表达和沟通能力； 

3．具备企业常用文书写作能力、日常英语口语会话能力； 

4．具备良好的商品营销能力和售后服务能力； 

5．具备出版物产品质量管理能力； 

6．具备基层生产和服务管理及仓库管理能力。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市场营销与策划、印刷品报价实务、ERP 信息系统及应用、推销实务、办公自动化、事

务应用文写作、企业经营运作模拟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产品的营销策划与现场推销、ERP 应用、企业经营运作模拟、办公自动化、

印刷品报价、印刷材料适性与选用、印刷色彩、会计电算化等实训。 

在印刷包装、出版类企业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营销师 物流管理师 人力资源管理师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 人力资源管理事务 办公室文员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代码 660107 

专业名称 数字出版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数字出版物

设计与制作技术、新媒体运营与发布知识，具备数字出版技术应用、策划与营销经营管理能

力，从事数字出版物策划、设计与排版、数字出版物运营与营销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数字出版企业和文化发展与网络传播企业，在数字出版技术应用岗位群，从事

数字出版技术编辑、复合型网络编辑、数字终端界面设计与制作、数字出版物及平台营销与

策划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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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3．具备数字出版物版面设计和制作能力； 

4．具备数字出版物策划与营销能力； 

5．具备人际沟通与团队协作能力； 

6．具备数字媒体编辑与合成能力； 

7．具备网站规划、设计与制作能力。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版面设计实务、数字版权技术应用、出版物语言文字规范、全媒体出版策划、

程序设计应用、数字内容结构化处理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数字出版专业认知、计算机基本操作应用强化、数字出版物内容加工、数字

出版物策划、数字出版物设计与排版等实训。 

在数字出版企业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出版专业职业资格（初级） 网络编辑员（高级） 网页设计制作员（高级）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出版与发行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数字出版 

 

 

专业代码  660108 

专业名称 数字媒体设备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计算机和数

字媒体的基本知识，熟悉数字媒体设备操作与维护基本理论和方法，具备掌握专业新技术的

学习理念、敏锐的市场信息捕捉能力，从事各种常用数字媒体设备的使用、日常维护、营销

和技术支持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数字出版、数字印刷、影视动画企业，从事数字出版、数字印刷及各种常用数

字媒体设备的使用、日常维护、营销和技术支持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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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具备较好的外语和计算机软硬件应用能力； 

3．具备网络及数据库组建及管理能力； 

4．具备计算机图形图像和文字处理能力； 

5．具备数字出版设备的操作与维护能力； 

6．具备数字印刷机操作与维护能力； 

7．具备数码影像设备使用与维护能力； 

8．具备印前设备的使用、调试与维护能力。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计算机系统维护、计算机组网技术、局域网管理与维护、数字印刷机的使用与维护、数

字多媒体设备、数字印前设备、印刷图像处理、图形制作与排版技术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计算机系统维护、计算机网络技术、平面制作、数字印刷等实训。 

在计算机网络、数字媒体、数字印刷企业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平版制版工（中级、高级） 印前制作员（中级、高级） 计算机安装调试维修员（中级） 

计算机网络技术员（中级）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平面设计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数字影像技术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数字媒体技术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印刷工程 

 

6602  广播影视类 

专业代码 660201 

专业名称 新闻采编与制作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新闻采编与

制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具备各类媒体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制作能力，从事新闻采访、写

作、拍摄、编辑、评论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