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简介

０１　 农林牧渔类

专业代码　 ０１０１００
专业名称　 设施农业生产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设施农业生产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农业场圃、农业科技示范园、农业技术推广站等单位，从事设施农业

设备的使用与维护，设施农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与技术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绿色环保、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掌握主要植物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与适宜环境条件的基础知识；
３ 能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相关知识，从事设施农业的生产与管理；
４ 能使用与维修常见设施农业设备；
５ 了解农作物病虫害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能在设施农业环境下防治主要植物常见病虫害；
６ 初步具备推广农业先进技术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种植基础、建筑工程测量与制图、农业设施建筑与施工、农业设施设备使用与维

护、农业科学实验与新技术推广、设施植物环境、设施农业栽培与管理、设施园艺栽培、农作物病

虫害防治、农作物质量安全等。

在校内进行设施农业设备使用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设施农业栽培、设施植物病虫害

防治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设施农业栽培、设施作物病虫害防治

对应职业（岗位）

农艺工（５－０１－０１－０１）、农作物植保工（５－０１－０１－０４）、农业实验工（５－０１－０２－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农艺工、农作物植保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设施农业技术

本科：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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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０１０２００
专业名称　 现代农艺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生产与技术服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农业场圃、农业科技示范园、小型农场等单位，从事农作物、经济作物

的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农产品储运与营销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绿色环保、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掌握主要农作物在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生理变化与适宜环境条件的基础知识；
３ 能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相关知识，从事主要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生产与管理；
４ 掌握主要农作物常见病虫害防治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能进行主要农作物常见病虫害

的防治；

５ 初步具有配方施肥、土壤改良和推广优良品种、先进技术的能力；
６ 初步具有主要农产品储运与营销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种植基础、农业科学实验与新技术推广、土壤改良与配方施肥、农作物生产技术、

经济作物生产技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产品储藏与加工、农机具使用维护、农业经营管理等。

在校内进行农田操作与作物栽培、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作物生产

与经营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农作物生产经营、经济作物生产经营、作物资源综合利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对应职业（岗位）

农艺工（５－０１－０１－０１）、作物种子繁育工（５－０１－０１－０３）、农作物植保工（５－０１－０１－０４）、
农业实验工（５－０１－０２－０１）、农情测报员（５－０１－０２－０２）、肥料配方师☆（Ｘ２－０３－０１－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农艺工、农作物植保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作物生产技术

本科：农学、植物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　 ０１０３００
专业名称　 观光农业经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观光农业生产与服务人员。

就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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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农业生态园、植物园、农业观光园、休闲农业园区等单位，从事观光农

业开发建设、生产技术和导游服务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绿色环保、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掌握主要观赏植物生理与栽培的基础知识；
３ 能运用现代农业设施进行主要观赏植物的栽培、管理与采摘、销售；
４ 能识别园艺植物常见病虫害，并能根据病虫害发生发展规律进行防治；
５ 初步掌握现代农业观光园区设计与建设的基础知识；
６ 掌握观光农业导游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种植基础、观赏植物栽培、观赏植物病虫害防治、现代设施园艺、园艺植物无土栽

培、室内植物装饰与应用、观光农业基础、观光农业园区规划设计与管理旅游心理学、旅游市场营

销、导游实务等。

在校内进行观赏树木栽培、设施蔬菜栽培、花卉栽培与观赏植物病虫害防治等综合实习；在

相关企业进行室内植物装饰、观赏植物栽培、草坪管理、观光农业园区导游服务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观光农业生产及开发、观赏作物栽培、农业观赏区域规划与建设、观光农业园区导游

对应职业（岗位）

农艺工（５－０１－０１－０１）、蔬菜园艺工（５－０１－０３－０１）、花卉园艺工（５－０１－０３－０２）、植物保护
技术人员☆（２－０３－０２－００）、园艺技术人员☆（２－０３－０３－００）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农艺工、蔬菜园艺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观光农业、园艺技术

本科：园艺

专业代码　 ０１０４００
专业名称　 循环农业生产与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循环农业综合生产、经营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农业生态园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立体农业园区、农村专业经济合

作组织等单位，从事循环农业开发建设、综合生产与经营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绿色环保、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了解主要农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栽培管理与病虫害防治的基础知识；
３ 了解主要畜禽、淡水鱼类生产经营、疾病防治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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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掌握循环农业生产基础知识和主要先进技术；
５ 掌握循环农业的规划与设计、农村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６ 了解国内外几种典型的循环农业生产模式和经营方式。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种植基础、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畜禽标准化养殖、设施园艺、水产养殖、农村节能设

备的建造与安装、循环农业规划与设计、循环农业生产与管理、农村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循

环农业生产模式、农村新能源利用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农村节能设备的建造与安装等综合实习，在相关单位进行循环农业的规划与设

计、农村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循环农业规划与设计、循环农业生产技术与工艺、农村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农村新能源利

用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沼气生产工（５－９９－０２－０１）、农村节能员（５－９９－０２－０２）、农用太阳能设施工（５－９９－０２－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沼气生产工、农村节能员、农用太阳能设施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农业技术与管理

本科：农业经营管理教育、植物科学与技术、农业资源与环境

专业代码　 ０１０５００
专业名称　 种子生产与经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种子生产与经营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农业技术推广、种子生产经营等单位，从事农作物、经济作物良种繁

育与推广；种子检验加工、营销服务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绿色环保、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熟悉种子检疫、检验、管理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
３ 掌握主要农作物、经济作物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与适宜环境条件的基础知识；
４ 能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的相关知识，从事主要农作物、经济作物种子的繁育、生产与经营；
５ 能进行主要农作物、经济作物常见病虫害的防治；
６ 掌握种子检验、储藏与加工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７ 初步具有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种植基础、作物育种与良种繁育、农作物生产技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种子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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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营、种子检验储藏与加工、种子营销、农产品经纪实务、农业科技试验与推广等。

在校内进行农田操作与种子生产、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种子生

产、检验、营销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良种繁育、种子加工检验、种子营销与售后服务

对应职业（岗位）

农艺工（５－０１－０１－０１）、作物种子繁育工（５－０１－０１－０３）、农作物种子加工员（Ｘ５－０１－０１－
０５）、农产品经纪人（４－０７－０１－０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农艺工、农作物种子繁育员、农作物种子加工员、农产品经纪人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种子生产与经营

本科：种子科学与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１０６００
专业名称　 植物保护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植物保护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县乡植保站、农业技术推广站、病虫测报站、庄稼医院、植物检疫机

构、农药销售等单位，从事农作物、经济作物、园林植物的检疫、病虫害预测预报、病虫害诊断及综

合防治等技术服务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绿色环保、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掌握常见农作物、经济作物、园林植物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与适宜环境条件的基础知识；
３ 能识别常见植物有害生物，了解植物有害生物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
４ 能进行常见植物有害生物的诊断、预测和综合防治；
５ 能使用与维护常见植保器械；
６ 熟悉植保、植检和农药管理有关法规，初步具备推广植保新技术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种植基础、农作物生产技术、经济作物生产技术、植物保护基础、农业植物病理学

基础、农业昆虫学基础、农作物病虫害预测与预报、植物病虫害防治、植物化学保护、植物检疫等。

在校内进行植物病原物识别、农业昆虫重要目科的识别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主要植

物病虫害预测、预报、防治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植物病虫害防治、植物检疫

对应职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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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植保工（５－０１－０１－０４）、农情测报员（５－０１－０２－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农作物植保员、农情测报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植物保护、植物检疫

本科：植物保护、农学

专业代码　 ０１０７００
专业名称　 果蔬花卉生产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果蔬花卉生产、技术服务及营销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农业生态园、蔬菜生产基地、园艺科技示范园等单位，从事园艺植物

栽培、病虫害防治、产品营销、科技服务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绿色环保、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掌握主要园艺植物生理、栽培环境的基础知识；
３ 掌握主要园艺植物种子种苗生产、繁殖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４ 能运用现代园艺设施进行园艺植物的栽培与管理；
５ 能识别园艺植物常见病虫害，并能根据病虫害发生发展规律进行防治；
６ 能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园艺产品的储运与营销。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种植基础、果树生产与经营、蔬菜生产与经营、花卉生产与经营、食用菌生产与经

营、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现代设施园艺、插花技艺、农业科技试验与推广、园艺产品储运与营销、

园艺机械使用与维护等。

在校内进行果树、蔬菜、花卉、食用菌栽培和插花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园艺植物病虫

害防治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果树栽培、无公害果品生产、蔬菜栽培、有机蔬菜生产、花卉栽培、鲜切花生产、食用菌栽培、

设施园艺、植物组织培养

对应职业（岗位）

蔬菜园艺工（５－０１－０３－０１）、菌类园艺工（５－０１－０３－０４）、花卉园艺工（５－０１－０３－０２）、果、
茶、桑园艺工（５－０１－０３－０３）、插花员（４－０４－０２－０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蔬菜园艺工、菌类园艺工、花卉园艺工、果、茶、桑园艺工、插花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园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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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园艺

专业代码　 ０１０８００
专业名称　 茶叶生产与加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茶叶生产，制茶、评茶及营销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茶场、制茶厂、茶艺馆等单位，从事茶叶生产，茶园管理、茶叶加工、茶

叶品质检验、茶叶营销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
２ 掌握茶树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与适宜环境条件的基础知识；
３ 具有茶树生产、茶园管理、茶树病虫害防治的基本技能；
４ 能对当地主要茶类进行手工制作与机制加工；
５ 初步具有茶叶品质检验与市场营销的能力；
６ 初步掌握常见茶艺表演的基本技能。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种植基础、茶树生产与茶园管理、茶树病虫害防治、茶叶加工、茶叶审评与检验、农

产品经纪实务、茶艺表演等。

在校内进行茶叶生产、茶叶审评与检验、茶艺表演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茶园管理、手

工与机械制茶、茶叶经纪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有机茶叶生产与茶园管理、茶叶加工、茶叶品质检验、茶叶经营与营销

对应职业（岗位）

茶叶加工工（５－０１－０６－０３）、果、茶、桑园艺工（５－０１－０３－０３）、评茶员（６－２６－０１－３８）、农产
品经纪人（４－０７－０１－０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茶叶加工工，果、茶、桑园艺工，评茶员、农产品经纪人（初级）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茶叶生产加工技术

本科：茶学

专业代码　 ０１０９００
专业名称　 蚕桑生产与经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蚕桑生产与经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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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蚕桑生产基地、蚕桑生产专业户和蚕桑技术推广等单位，从事蚕桑生

产、蚕种孵化、新品种推广与技术服务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掌握桑蚕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与适宜环境条件的基础知识；
３ 能运用现代蚕桑技术，从事桑苗嫁接、桑树栽培、桑园管理与桑蚕饲养；
４ 掌握桑籽采播、桑苗嫁接等桑树繁殖技术；
５ 掌握蚕种繁育、桑树病虫害和蚕病防治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６ 初步具有蚕茧收烘、经纪的基本技能；
７ 能运用先进的蚕桑生产技术，组织、指导蚕桑养殖户的蚕桑生产。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种植基础、蚕体解剖及生理、桑树栽培与病虫害防治、桑蚕饲养、蚕病防治、蚕种繁

育、蚕茧收烘、农产品经纪实务等。

在校内进行桑苗嫁接、桑蚕饲养等综合实习；在蚕场进行栽桑养蚕、桑树病虫害防治、蚕种繁

育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桑苗培育、桑树栽培、桑蚕饲养、蚕种繁育

对应职业（岗位）

果、茶、桑园艺工（５－０１－０３－０３）、农产品经纪人（４－０７－０１－０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果、茶、桑园艺工，农产品经纪人（初级）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蚕桑技术

本科：蚕学

专业代码　 ０１１０００
专业名称　 中草药种植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中草药生产与经营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中草药种植基地、营销企业等单位，从事中草药生产，病虫害防治，中

草药加工、储藏与营销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绿色环保、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掌握常见中草药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与适宜环境条件的基础知识；
３ 掌握主要中草药常见病虫害防治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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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能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相关知识、进行中草药植物引种、育种与生产管理；
５ 具有中草药材储藏、加工与营销的基本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种植基础，中草药学基础，中草药栽培，中草药病虫害防治，中草药植物引种与育

种、中草药材储藏、鉴定与加工，中草药采购、销售与管理等。

在校内进行中草药栽培、中草药病虫害防治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中药材储藏、加工、

销售与管理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中草药引种、栽培与育种，中草药标准化种植，中草药销售与管理，中药材鉴定与加工

对应职业（岗位）

中药材种植员（５－０１－０５－０１）、中药购销员（４－０１－０３－０３）、中药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２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中药购销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中草药栽培技术

本科：中草药栽培与鉴定、中药资源与开发

专业代码　 ０１１１００
专业名称　 棉花加工与检验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棉花加工、检验的操作和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棉花加工企业、棉纺织企业、纤维检验单位及棉花储运和商贸企业，

从事棉花收购检验、籽棉初加工、棉纤维检验、棉花加工设备维修、皮棉储存与保管及棉花营销等

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节能减耗、环境保护的意识；
２ 具有棉花加工设备与棉纤维检验仪器安装、使用、维护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３ 能按规程对常用计量器具进行校正；
４ 能对棉花加工设备进行安装、调试、操作、维护；
５ 能识读典型的棉花检验与加工工艺流程图和设备装配图；
６ 能使用、操作棉花检验与加工行业常用的电工电子仪器、仪表；
７ 能对皮棉、棉短绒、棉籽及其副产品进行品质检验和质量分析；
８ 具有皮棉安全储存、保管和营销的基本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机械常识与钳工、棉花品质检验、棉纤维检验仪器、棉花政策法规、棉

纤维物理性能测试、轧花与剥绒工艺和设备、棉花液压打包、棉机维修与保养、气流输送与通风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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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棉花经营与管理等。

在校内进行电工、钳工、棉纤维检验仪器使用、维护等综合实习；在棉花加工企业、棉纺织厂、

纤维检验机构进行棉花检验与加工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无公害棉花育种、棉花收购质量检验、籽棉初加工、棉纤维质量检验、皮棉储运与保管

对应职业（岗位）

棉花加工工（５－０１－０６－０１）、棉花检验员（６－２６－０１－３７）、纺织纤维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１２）、
纤维验配工（６－１０－０１－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棉花加工工、棉花检验员、纺织纤维检验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本科：纺织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１１２００
专业名称　 烟草生产与加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烟草生产、加工操作与营销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烟草生产基地、烟草生产专业户等单位，从事烟草栽培、烟叶调制加

工与分级、烟草品质分析、烟产品营销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绿色环保、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掌握烟草作物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与适宜环境条件的基础知识；
３ 能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的相关知识，进行烟草作物生产、加工与经营；
４ 掌握烟草作物常见病虫害防治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５ 具有烟草调制加工、烟草分级与检验的基本技能；
６ 初步具有推广烟草作物优良品种与先进技术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种植基础、烟草育种技术、烟草栽培技术、烟草病虫害防治、烟叶调制与加工、烟草

分级与验级、烟草品质分析、烟产品营销等。

在校内进行烟草栽培、烟草病虫害防治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烟叶调制与分级等顶岗

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烟草生产、烟草加工

对应职业（岗位）

烟叶分级工（６－１３－０１－０２）、挂杆复烤工（６－１３－０１－０３）、打叶复烤工（６－１３－０１－０４）、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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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潮工（６－１３－０１－０５）、烟草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１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打叶复烤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烟草栽培技术

本科：烟草

专业代码　 ０１１３００
专业名称　 现代林业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造林、营林与林政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森林生态保护区、森林自然旅游区等单位，从事林地规划设计、苗木

生产、造林营林、林权管理和森林资源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生态保护、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熟悉林业政策、法律、法规和经营与管理的基本方法；
３ 掌握森林资源管理与林政管理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４ 掌握森林培育与森林资源调查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能进行造林、营林、森林资源调

查、林木良种繁育、苗木生产等工作；

５ 能进行森林植物常见病虫害防治；
６ 能进行森林保护、环境保护和植物检疫。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种植基础、森林植物与森林资源调查、森林生态环境、森林计测、森林培育与森林

营造技术、苗木生产与经营、森林经营与管理、森林病虫害防治、林业政策与法规、营造林工程监

理、营林机械等。

在校内进行树种识别、林木栽培、测绘工具使用、地形图与遥感图像使用、森林资源调查等综

合实习；在企业进行造林、营林、森林病虫害防治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森林培育、苗木生产与经营、森林病虫害防治、林政管理、森林生态旅游

对应职业（岗位）

林木种苗工（５－０２－０１－０１）、造林更新工（５－０２－０１－０２）、护林员（５－０２－０２－０１）、营林实验
工（５－０２－０１－０４）、森林病虫害防治员（５－０２－０２－０２）、营造林工程监理员☆（５－０２－０１－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林木种苗工、造林更新工、护林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林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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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林学

专业代码　 ０１１４００
专业名称　 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森林资源开发经营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森林生态保护区、森林自然旅游区等单位，从事保护区管理、野生动

植物保护、林地多种经营、林产品营销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生态保护、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熟悉林业政策、法律、法规和经营与管理的基本方法；
３ 掌握森林自然保护区与森林旅游管理的基础知识；
４ 能识别、保护国家级保护的野生动植物；
５ 能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利用森林资源进行林地综合经营；
６ 能科学开发森林资源，进行林产品初加工与营销。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种植基础、林政法规、森林植物与森林环境、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生态旅游规

划设计、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测绘与森林资源调查、森林防火、林地多种

经营、林产品加工与营销等。

在校内进行森林植物识别、测绘工具使用、地形图与遥感图像使用等综合实习；在企业进行

森林资源调查、森林旅游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林地多种经营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自然保护区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林地多种经营、森林保护与生态旅游

对应职业（岗位）

护林员（５－０２－０２－０１）、林木种苗工（５－０２－０１－０１）、森林病虫害防治员（５－０２－０２－０２）、
自然保护区巡护监测员（５－０２－０３－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护林员、林木种苗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森林资源保护、野生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野生动物保护

本科：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专业代码　 ０１１５００
专业名称　 园林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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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培养园林建设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园林企事业单位，从事园林施工、规划设计、建筑、植物栽培养护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规范操作、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了解园林建设与各生产环节的基本流程；
３ 能识读园林设计图、施工图，绘制小型园林绿地设计图、施工图，编制园林工程预决算；
４ 了解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园林植物栽培养护、计算机制图等技术在园林绿地建设中

的典型应用；

５ 能解决园林绿地建设、施工的简单技术问题；
６ 具有初步承担园林工程施工、园林工程造价、园林绿化、盆景假山制作工作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园林规划设计与测量、园林工程与建筑、园林施工与养护、花艺环境设计与施工、园林植物栽

培、园林美术与园林制图、园林盆景与假山制作、园林工程招投标与预决算、园林植物病虫害防

治、园林机械、园林工程监理、草坪建植与养护等。

在校内进行园林计算机辅助制图、园林植物栽培养护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园林测

量、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园林规划设计与施工、园林工程招投标与预决算、园林建筑工程、园林工程监理

对应职业（岗位）

草坪建植工（５－０３－０６－０３）、园林植物保护工（４－０４－０２－０７）、花卉园艺工（５－０１－０３－０２）、
盆景工（４－０４－０２－０５）、假山工（４－０４－０２－０６）、景观设计师、花艺环境设计师☆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草坪建植工、花卉园艺工（四级）、景观设计师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园林技术、园林工程技术

本科：园林、景观建筑设计

专业代码　 ０１１６００
专业名称　 园林绿化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园林绿化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园林企事业单位，从事园林植物栽培、园林绿地养护、园林植物病虫

害防治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绿色环保、节约资源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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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了解园林建设与各生产环节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
３ 能识读园林种植设计图、施工图；
４ 了解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技术在园林绿地建设中的典型应用；
５ 能解决园林绿地建设中种植施工、管理和养护的简单技术问题；
６ 具备园林绿化、花卉栽培、园林植保、草坪建植、草坪养护等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园林植物造景、园林设计及施工图识读、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管理、园林制图、苗木生产技术、

园林测量、园林盆景与假山制作、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插花技艺、园林机械、草坪建植与养护等。

在校内进行园林植物栽培、园林测量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园林植物养护管理、园林

设计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园林植物造景设计、苗木草坪生产与经营、园林植物栽培养护

对应职业（岗位）

草坪建植工（５－０３－０６－０３）、园林植物保护工（４－０４－０２－０７）、盆景工（４－０４－０２－０５）、假山
工（４－０４－０２－０６）、插花员（４－０４－０２－０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草坪建植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园林技术

本科：林学、园林

专业代码　 ０１１７００
专业名称　 木材加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木材加工、板材制造生产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原木和人造板生产加工等企业，从事板材制造、人造板生产、木制品

制作、竹材加工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绿色环保、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掌握制材、木竹制品和人造板生产工艺及生产设备的基础知识；
３ 掌握使用木工机械、刀具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４ 掌握常见木材的构造、理化性质、使用价值和工艺性能；
５ 具有从事木材干燥、防腐、加工，木制品、人造板生产的基本技能；
６ 能进行木材加工设备的调试、操作与维护。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木材学基础、木材干燥与防腐技术、机械基础、木工机械与刀具、木材及木材检验、胶黏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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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人造板生产工艺、竹木制品生产工艺、数控木工机床编程与操作、竹木制品装饰工艺等。

在校内进行木工机械设备调试、操作与维修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胶黏剂涂料调制、

竹木制品、人造板生产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板材制造、竹木材加工、竹木制品装饰

对应职业（岗位）

木材检验师（６－２６－０１－１６）、木材防腐师（Ｘ６－１５－０１－０３）、木材及家具检验工（６－２６－０１－
１６）、木材水解工（６－０３－１５－０７）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木材检验师、木材防腐师（四级）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木材加工技术

本科：林学

专业代码　 ０１１８００
专业名称　 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畜禽养殖场、畜牧兽医服务站、畜牧技术推广站等单位，从事家畜、家

禽生产经营、常见畜禽疾病防治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环境保护的意识；
２ 掌握畜禽与经济动物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具备畜禽与经济动物科学饲养与管理的基本技能；
３ 掌握畜禽与经济动物繁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４ 了解饲料与营养的基础知识，能科学配制、加工畜禽与经济动物饲粮；
５ 能发现畜禽与经济动物饲养管理中出现的异常问题；
６ 掌握畜禽与经济动物防疫程序并能进行常见病防治。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养殖基础、家畜生产与经营、养殖场环境与控制、家禽生产与经营、经济动物生产

与经营、畜禽疾病防治与诊疗、经济动物疾病防治与诊疗、畜禽繁育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日粮配合、接产技术、家禽孵化、去势术、寄生虫检验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

行家畜家禽、经济动物养殖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家畜养殖与繁殖、家禽养殖与繁殖、畜禽疾病防治、兽药与饲料营销、养殖场环境与控制

对应职业（岗位）

家畜饲养工（５－０３－０１－０１）、家畜繁殖工（５－０３－０１－０２）、家禽饲养工（５－０３－０２－０１）、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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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工（５－０３－０２－０２）、实验动物饲养工（５－０３－０４－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家畜饲养工、家畜繁殖员、家禽饲养工、家禽繁殖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动物科学与技术

本科：动物科学

专业代码　 ０１１９００
专业名称　 特种动物养殖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特种动物养殖的生产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特种动物养殖场、畜牧技术推广站等单位，从事动物养殖、经营以及

常见疾病防治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了解特种动物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掌握特种动物繁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３ 了解饲料与营养的基础知识，能科学配制、加工特种动物饲粮；
４ 能进行特种动物饲养与管理；
５ 能发现特种动物饲养管理中出现的异常问题；
６ 能制定特种动物防疫程序并进行常见疾病防治。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养殖基础、特种动物饲养管理、特种动物饲料与营养、实验动物饲养管理、毛皮动

物饲养管理、特种经济禽类饲养管理、特种动物疾病诊疗、特种动物繁育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日粮配合、寄生虫检验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特种动物养殖、特种动物接

产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特种动物生产、实验动物生产

对应职业（岗位）

实验动物饲养工（５－０３－０４－０１）、蜜蜂饲养工（５－０３－０３－０１）、水生哺乳动物驯养师☆（４－０４
－９９－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实验动物饲养工、蜜蜂饲养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动物科学与技术

本科：动物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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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０１２０００
专业名称　 畜牧兽医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畜牧业生产经营和常见动物疫病防治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畜牧养殖场、兽医服务站、技术推广站等单位，从事畜禽养殖、牧业生

产、常见疾病防治和检验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了解畜禽及毛皮动物生长发育及动物疫病发生发展规律；
３ 了解饲料与营养的基础知识，能配制、加工畜禽饲粮；
４ 掌握畜禽及毛皮动物饲养、管理、繁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５ 能制定畜禽防疫程序，能进行畜禽传染病、常见病的诊治；
６ 能防治畜禽及毛皮动物饲养管理中的常见疾病；
７ 具有畜牧兽医产品的营销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养殖基础、畜禽生产技术、畜禽繁育技术、兽医基础、动物药理、动物病理、中兽医

基础、兽医临床诊疗技术、动物普通病防治、动物流行病防治等。

在校内进行日粮配合、兽医保定、动物传染病及寄生虫病实验室操作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

业进行畜禽生产、动物疾病诊疗、兽医接产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畜禽生产与经营、饲料生产与经营、动物疾病防治、中兽医、动物防疫与检疫、畜禽养殖、兽药营销

对应职业（岗位）

动物疫病防治员（５－０３－０５－０１）、动物检疫检验员（５－０３－０５－０３）、兽医化验员（５－０３－０５－
０２）、中兽医员（５－０３－０５－０４）、兽药技术人员☆（２－０３－０５－０２）、畜牧技术人员☆（２－０３－０６－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动物疫病防治员（初级）、兽医化验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动物医学

本科：动物医学、动物药学

专业代码　 ０１２１００
专业名称　 宠物养护与经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宠物养护、经营和技术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６４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观赏动物养殖场、警犬基地、宠物医院、宠物美容院、宠物护理站、宠

物收容所等单位，从事宠物与观赏动物饲养、疾病防治、美容、调教与经营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
２ 掌握宠物养殖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３ 具有宠物疾病防治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４ 能根据宠物的营养需要制定食品配方和调制食品；
５ 具有宠物饲养、护理、调教、驯养、美容的基本技能。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养殖基础、宠物生长与环境、宠物营养与食品、宠物调教与驯养、宠物护理与美容、

宠物养殖与繁育、宠物疾病防治等。

在校内进行宠物、观赏动物解剖结构实习，宠物、观赏动物食品配方与调制等综合实习；在相

关企业进行宠物行为干预技术、宠物疾病诊疗、宠物美容、宠物驯养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宠物养殖、宠物疾病防疫

对应职业（岗位）

宠物驯导师（Ｘ４－０７－９９－１１）、宠物健康护理员（Ｘ４－０７－９９－０８）、动物疫病防治员（５－０３－０５
－０１）、宠物医师（Ｘ５－０３－０５－０７）、兽医化验员（５－０３－０５－０２）、动物检疫检验员（５－０３－０５－０３）、
观赏动物饲养工（４－０４－０２－０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宠物驯导师（四级）、宠物健康护理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宠物养护与疫病防治、宠物训导与保健

本科：动物科学

专业代码　 ０１２２００
专业名称　 淡水养殖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淡水养殖生产、经营、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淡水养殖场、养鱼专业户等单位，从事无公害淡水水生动物养殖，常

见淡水水生动物病害防治，水产品储运、营销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规范操作、无公害养殖和保护环境的意识；
２ 掌握淡水生物学、鱼类学的基础知识，掌握淡水水环境理化、生物指标监测的基本技术；
３ 掌握主要淡水水生动物苗种生产、生物饵料培养和饲料配制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４ 能进行主要淡水水生生物生态养殖与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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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水生动物生态养殖生产中出现的常见问题；
６ 熟悉主要淡水水生动物疫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掌握淡水水生动物病害防治的基本技能；
７ 初步具有淡水产品的储运、营销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鱼类学基础、养殖水化学、水生生物基础、淡水鱼类养殖与经营、特种水产品养殖

与经营、观赏鱼类养殖与经营、饵料生物培养、淡水水生动物苗种繁育、淡水动物病害防治、设施

渔业淡水捕捞等。

在校内进行鱼类形态与分类、淡水生物饵料培养及人工饲料配制、水生动物疾病防治等综合

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淡水苗种生产、淡水动物生态养殖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无公害淡水鱼类养殖、特种水产品养殖、观赏鱼类养殖、淡水养殖病害防治

对应职业（岗位）

水生生物检疫检验员（５－０３－０５－０６）、淡水水生动物养殖工（５－０４－０１－０９）、水生生物病害
防治员（５－０３－０５－０５）、生物食饵培养工（５－０４－０１－０６）、水生动物苗种繁育工（５－０４－０ｌ－０１）、水
生植物栽培工（５－０４－０１－０４）、水产养殖工（５－０４－０１－０７）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淡水水生动物养殖工、水生生物病害防治员、淡水水生动物苗种繁育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水产养殖技术

本科：水产养殖学、水族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　 ０１２３００
专业名称　 海水生态养殖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海水养殖生产、经营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海水养殖场等单位，从事海水水生动物养殖生产、常见海水水生动物

病害防治、海产品储运与营销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规范操作、保护环境和无公害养殖的意识；
２ 了解海水鱼类营养的基础知识，了解海水养殖水环境理化、生物指标监测的基本原理，了

解海水鱼类、虾类、贝类等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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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掌握生物饵料培养、配制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４ 能进行主要海水鱼类、虾类、贝类等苗种生产和水生动物养成；
５ 熟悉海水水生动物疫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掌握海水水生动物病害防治的基本技能；
６ 初步具有海产品的储运和营销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生物基础、鱼类学基础、海洋化学、海洋浮游生物基础、海水鱼类养殖与经营、海水贝类养殖

与经营、虾蟹类养殖与经营、海水养殖动物病害防治、水生饵料生物培养、海水水生动物菌种繁

育、海产品储运与营销等。

在校内外教学基地进行主要海鱼类、虾类、贝类苗种生产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海水

贝类养成、虾蟹类养成、海水养殖病害防治、饵料培养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海水鱼类养殖、海水贝类养殖、虾蟹类养殖、海水养殖动物病害防治

对应职业（岗位）

水生动物苗种繁育工（５－０４－０ｌ－０１）、水生植物苗种培育工（５－０４－０１－０２）、海水水生动物养
殖工（Ｘ５ － ０４ － ０１ － ０８）、水生生物检疫检验员（５ － ０３ － ０５ － ０６）、水生生物病害防治员
（５－０３－０５－０５）、生物饵料培养工（５－０４－０１－０６）、水生动物养殖工（５－０４－０１－０３）、水生植物栽
培工（５－０４－０１－０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海水水生动物苗种繁育工、海水水生动物养殖工、水生生物病害防治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水产养殖技术、渔业综合技术

本科：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水产养殖学

专业代码　 ０１２４００
专业名称　 航海捕捞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航海捕捞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海洋渔业捕捞生产领域，从事航海捕捞生产、网渔具制造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规范操作、严谨细致、生态保护的意识；
２ 掌握航海捕捞作业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３ 掌握渔船结构、船舶保养、避碰、消防、急救、安全作业等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４ 掌握渔业生产组织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具有针对不同渔场和捕捞对象选择适当渔具

和捕捞方法的基本能力；

５ 掌握网渔具材料、网线和网片加工、网衣剪裁与缝合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制作、维
护拖网、抬网和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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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能在中小型船舶上从事航海捕捞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渔船结构、渔具材料与工艺、气象学基础、海洋学基础、鱼类与海洋经济动物学、水手工艺与

业务、航海英语、电工与无线电基础、航海气象、航海技术、电子海图与渔航仪器、海洋捕捞技术、

渔业资源与渔场、制冷技术与海产品保鲜等。

在校内进行网渔具制造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航海、海上捕捞作业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海洋捕捞、渔具制作与维护

对应职业（岗位）

渔业生产船员（５－０４－０２－０２）、水产捕捞工（５－０４－０２－０１）、水生动植物采集工（５－０４－０２－０３）、
渔网具装配工（５－０４－０２－０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渔业生产船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海洋捕捞技术

本科：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　 ０１２５００
专业名称　 农产品保鲜与加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农林牧渔产品加工、保鲜、储藏、储运与营销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农林牧渔产品加工的各类企业，从事传统名特优农林牧渔产品的加

工、保鲜、储藏、运输、经营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科学生产、规范操作、食品安全、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熟悉常见农林牧渔产品加工的应用技术，掌握传统名特优农林牧渔产品储藏加工的典型

应用技术；

３ 掌握主要传统名特优农林牧渔产品加工的操作程序和加工技术；
４ 能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加工生产具有本地特色的农林牧渔产品；
５ 能解决主要农林牧渔产品加工生产与经营中常见的技术问题；
６ 具有主要农林牧渔加工产品经纪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农产品保鲜与加工基础、粮油产品储藏加工、畜禽产品储藏加工、果蔬储藏与加工、林产品储

藏加工、水产品储藏加工、农林其他副产品加工、食品检验与质量管理，农产品经纪实务、冷藏食

品保管与设备维护等。

在校内进行畜禽风味产品加工、果蔬产品储藏与加工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有选择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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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畜、禽、水产品加工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粮油名特优产品加工、畜禽风味产品加工、果蔬储藏与加工、水产品加工

对应职业（岗位）

豆制品制作工（６－１２－０６－０６）、肉制品加工工（６－１２－０８－０１）、酱腌菜制作工（６－１２－０５－
０５）、蔬菜加工工（５－０１－０６－０４）、牛肉分级员（５－０３－０１－０３）、蜂产品加工工（５－０３－０３－０２）、果
类产品加工工（５－０１－０６－０２）、冷藏工（４－０２－０１－０５）、水产品质量检验员（Ｘ６－２６－０１－４１）、农产
品经纪人（４－０７－０１－０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豆制品制作工、肉制品加工工、酱腌菜制作工、蔬菜加工工、牛肉分级员、冷藏工、农产品经纪

人（初级）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农畜特产品加工

本科：食品科学与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１２６００
专业名称　 农产品营销与储运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农产品经纪与营销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经营企业等单位，从事农产品市场策

划、经营与储运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诚实守信的职业意识、良好的语言表达及商务沟通能力，严格执行农产品销售有关
法律法规；

２ 熟悉所经营主要农产品的产地、特点、质量及价格；
３ 了解物价、税收、金融、会计、市场营销等相关知识，具有农产品营销、流转及营销成本核

算的初步能力；

４ 掌握市场营销的基础知识，能进行主要农产品采购、储运、配送、销售代理、信息服务等；
５ 掌握主要农产品市场调查与分析的基础知识，初步具有设计主要农产品营销方案和编制

营销计划的能力；

６ 具有农产品信息搜集、发布的基本技能，能进行农产品广告策划与推销。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市场营销基础、农产品广告实务、农产品市场定位与策划、农产品营销与储运实务、农产品商

务谈判、农产品质量评价、农副土特产品收购储存与质量评审、农产品经纪实务、冷藏食品保管与

设备维护等。

在校内进行营销口语交际、市场调查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农产品营销等顶岗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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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方向

农产品收购、农产品保鲜、农产品储运、农产品销售、农产品冷链物流

对应职业（岗位）

农产品经纪人（４－０７－０１－０４）、农副土特产品收购员（４－０１－０３－０２）、粮油竞价交易员（４－０１
－０４－０５）、粮油购销员（４－０１－９９－０４）、冷藏工、物流员（４－０２－０１－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农产品经纪人（初级）、农副土特产品收购员、粮油竞价交易员、粮油购销员、冷藏工、物流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市场营销

本科：市场营销

专业代码　 ０１２７００
专业名称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农业机械使用、维修和营销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农业科技示范园、农机专业合作组织、小型农牧场等单位，从事农、

林、牧、园艺与园林机械使用、维修和营销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规范操作、节约能源、环境保护的意识；
２ 熟悉农业生产的基础知识，掌握农机与农艺相结合的基本方法；
３ 掌握农业机械的选型、配套、使用与维修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４ 具备推广、使用与维修新型农机具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５ 初步具备主要农机具营销的基本技能。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识图与 ＣＡＤ、机械基础、极限配合与技术测量、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农机液压与气动、
拖拉机使用与维修、联合收割机使用与维修、农用运输车使用与维修、农业机械使用与维修、种植

基础、农机具营销等。

在校内进行机修钳工实习、农机加工设备操作、农机设备拆装与保养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

业进行农机具使用、农业机械修理、农机营销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农业机械运用、农业机械维护、农业机械营销

对应职业（岗位）

拖拉机驾驶员（５－９９－０１－０１）、联合收割机驾驶员（５－９９－０１－０２）、农用运输车驾驶员（５－
９９－０１－０３）、农机修理工（６－０６－０１－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拖拉机驾驶员、联合收割机驾驶员、农用运输车驾驶员、农机修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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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本科：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１２８００
专业名称　 农村电气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农村电气设施安装、管理和维护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农村生产用电与农村社区民用电系统，从事农村电气设施的安装、施

工、维护和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规范操作、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的意识；
２ 掌握农业、农村供用电系统和通用电气设施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
３ 具备农村居民用电管理和安全用电的基础知识；
４ 能正确选择、使用常用电工仪器仪表及辅助设备；
５ 能安装、维护农业、农村通用电气控制设备；
６ 具备农业、农村常见供用电系统运行、维护、管理、改造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电工技术基础与技能、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机械常识与钳工实训、通用电器设备安装与维

护、农村电力网、农村供用电设备使用、供电系统继电保护、电机及拖动、电能计量等。

在校内进行电工电子操作技能、电气设备装配与调试等综合实习；在相关企业进行农村居民

用电管理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农村电气工程设计与施工、农村电气设备管理与维护

对应职业（岗位）

维修电工（６－０７－０６－０５）、电气设备安装工（６－２３－１０－０２）、农网配电营业工（６－０７－０５－
０６）、用电监察员（６－０７－０５－０２）、抄表核算收费员（６－０７－０５－０３）、装表接电工 ６－０７－０５－０４、常
用电机检修工（６－０７－０６－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维修电工、电气设备安装工、农网配电营业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农村电气化技术

本科：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１２９００
专业名称　 农业与农村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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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农业水利工程施工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农田水利排灌站、农村水利管理等企事业单位，从事农田灌排工程、

小型农业水利工程和安全饮水工程的施工与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规范操作、绿色环保、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掌握农业水利工程建筑材料、工程识图、测量放线等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３ 初步具有编制农田灌排工程、小型农业水利工程、农村安全饮水工程项目施工方案和工

程预决算的基本技能；

４ 具备农田灌排工程、小型农业水利工程、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施工组织和施工管理的基本
技能；

５ 具备灌区及渠系配套建筑物、水泵站、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的运行、管理、维护的基本技能；
６ 初步具有从事微水电站和微水能利用及配套设备的建造、安装与维护管理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农业水利工程基础、水利工程测量、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农田灌溉与排水、机械基础、建筑

材料与结构基础、水电站建造、设备安装与运行管理、水利工程识图与测量、水利工程造价与招投

标、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施工与管理、农业水利工程施工与管理、节水灌溉技术、抽水机与排灌

站等。

在校内进行水利工程识图、水利工程测量、工程预算编制等综合实习；在相关单位进行农田

灌排工程，节水灌溉，小型农业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农村水利工程、农田排灌工程、安全饮水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灌排工程工（５－０５－０２－０１）、渠道维护工（５－０５－０２－０２）、灌区供水工（５－０５－０２－０３）、灌溉
试验工（５－０５－０２－０４）、河道修防工（５－０５－０１－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灌排工程工、渠道维护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施工技术

本科：农业水利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１３０００
专业名称　 农村环境监测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农村环境监测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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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农村环保机构、环境监测机构、环保企业等单位，从事农村环境监测

与质量评价、环保设施运营与管理、环境污染治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规范操作、绿色环保、节约资源、严谨细致的意识；
２ 熟悉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掌握农村环境管理、环境监测的基础知识和

工作程序；

３ 掌握农村环境保护与乡镇企业环保工作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４ 掌握农村废水、废气、土壤与固体废物治理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方法；
５ 能使用、管理常见环保治理设备；
６ 初步具有一般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和环境污染纠纷处理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环境法律法规与管理、环境化学与环境保护、环境微生物基础、大气污染控制技术、水污染控

制技术、土壤环境监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技术、环境监测与质量评价、环保设施运营与管理等。

在校内进行环保仪器操作、环境监测等综合实训；在相关单位进行环境工程施工、环境污染

治理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农村土壤环境监测、农村水环境监测、农村大气环境监测

对应职业（岗位）

大气环境监测工（６－２５－０１－０１）、水环境监测工（６－２５－０１－０２）、土壤环境监测工（６－２５－０１
－０３）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农业环境保护技术

本科：农业资源与环境

专业代码　 ０１３１００
专业名称　 农村经济综合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农村基层经济综合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农村基层经济管理部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乡村企业等单位，

从事农村经济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农村合作经纪、农村经济信息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依法管理、科学经营、节约资源的意识；
２ 熟悉国家农村政策、法律法规，掌握农村经济管理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方法；
３ 掌握农村经济核算、经济分析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４ 能运用国家相关政策和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知识，进行基层农村财务管理与经济资源

７



管理；

５ 了解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能从事主要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６ 具有一定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能熟练操作现代办公设备。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农村经济与社会基础、农村政策法规、村务管理实务、村镇规划与建设、种植基础、养殖基础、

会计基础、会计与统计实务、审计实务、财政与金融、农村信息技术、农村企业经营实务等。

在校内进行农村经济实务、农村经济信息管理网操作等综合实习；在农村基层相关单位进行

统计模拟核算、会计模拟核算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农村合作经纪人、农村企业财务管理、村级经济管理、农村社会中介服务

对应职业（岗位）

会计人员（２－０６－０３－００）、社会工作者☆（４－０７－０１－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农村经济管理、农村行政管理

本科：农业经营管理教育

专业代码　 ０１３２００
专业名称　 农资连锁经营与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连锁经营、销售服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经营企业，从事农业生产资料及农产品的购

销、配送，门店运营、信息管理和农业生产资料使用指导、农产品销售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诚实守信、依法经营的意识，严格执行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经营有关法律法规
政策；

２ 了解农村市场的经营特征，掌握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及农副土特产品的性能、特点、使
用方法及相关经营信息；

３ 掌握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柜台销售和物流配送等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４ 掌握连锁经营与管理、经营柜组核算等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５ 具有运用计算机处理网上订单等经营管理信息的基本技能；
６ 能指导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使用，服务农村市场。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连锁经营与管理、连锁企业物流管理、连锁企业门店运营管理、电子商务、消费心理学基础、

市场营销、会计实务、种植基础、养殖基础、农业生产资料商品知识、农产品经纪实务、农副土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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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收购储存与质量评审。

在校内进行农资门店运营、电子商务等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市场营销、连锁经营等顶

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农业生产资料经营、农产品经营、农产品经纪

对应职业（岗位）

农副土特产品收购员（４－０１－０３－０２）、农产品经纪人（４－０７－０１－０４）、收银员（４－０１－０１－
０２）、营业员（４－０１－０１－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农副土特产品收购员、农产品经纪人（初级）、收银员、营业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市场营销、连锁经营管理、市场开发与营销

本科：营销与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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