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级及以上专业建设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级别
批准时间

（年）
负责人 专业建设类型

1 物流管理 国家级 2010 王自勤 国家骨干校建设专业

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国家级 2010 陈开考 国家骨干校建设专业

3 计算机信息管理 国家级 2010 郭星明 国家骨干校建设专业

4 电子商务 国家级 2010 范小青 国家骨干校建设专业

5 金融管理与实务 国家级 2011 周叶芹
中央财政支持专业服务发展能力

建设项目

6 报关与国际货运 国家级 2011 王自勤
中央财政支持专业服务发展能力

建设项目

7 电子商务 国家级 2011 陈丽能
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

设项目

8 物流管理 国家级 2019
王自勤
王伟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认定骨干专业

9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国家级 2019 蒋璐璐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认定骨干专业

10 电子商务 国家级 2019
谈黎虹
杨泳波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认定骨干专业

11 计算机网络技术 国家级 2019
马荣飞
俞华峰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认定骨干专业

12 金融管理 国家级 2019
聂华
周建荣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认定骨干专业

13 报关与国际货运 国家级 2019 殷宝庆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认定骨干专业

小计 13

1 物流管理 省级 2005 王自勤 省重点专业

2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省级 2005 范小青 省重点专业

3 物流管理 省级 2009 王自勤 省示范建设专业

4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省级 2009 陈开考 省示范建设专业

5 计算机网络技术 省级 2009 王伟民 省示范建设专业

6 市场营销 省级 2009 范小青 省示范建设专业

7 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 省级 2009 应智国 省特色建设专业

8 金融管理与实务 省级 2009 周建荣 省特色建设专业

9 电子商务 省级 2009 谈黎虹 省特色建设专业

1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省级 2009 陈开考 省特色建设专业

11 市场营销 省级 2009 范小青 省特色建设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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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会计 省级 2011 张秀君 省特色建设专业

13 计算机信息管理 省级 2011 郭星明 省特色建设专业

14 工商企业管理 省级 2011 黄春麟 省特色建设专业

15 物流管理 省级 2012 王自勤 省优势建设专业

16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省级 2012 陈开考 省优势建设专业

17 会计 省级 2012 张秀君 省优势建设专业

18 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省级 2015 范小青 职教师资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专业

19 物流管理 省级 2015 王自勤
浙江省首批四年制高等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试点专业

20
电子商务（生产资料电
子商务）

省级 2016
谈黎虹
袁江军

浙江省2016年四年制高等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试点专业

21 物流管理 省级 2016 罗振华 省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22 物流管理 省级 2016
王自勤
王伟

“十三五”省优势建设专业

23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省级 2016 蒋璐璐 “十三五”省优势建设专业

24 电子商务 省级 2016
谈黎虹
杨泳波

“十三五”省优势建设专业

25 计算机网络技术 省级 2016
马荣飞
俞华峰

“十三五”省优势建设专业

26 金融管理 省级 2016
聂华
周建荣

“十三五”省优势建设专业

27 报关与国际货运 省级 2016 殷宝庆 “十三五”省优势建设专业

28 酒店管理 省级 2017 阮晓明 “十三五”省特色建设专业

29 会计 省级 2017
胡玲敏
朱丹

“十三五”省特色建设专业

30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省级 2017 温俊芹 “十三五”省特色建设专业

31 文化市场经营管理 省级 2017
朱红亮
冯文华

“十三五”省特色建设专业

32 工商企业管理 省级 2017
李晓阳
邵雪伟

“十三五”省特色建设专业

小计 32

合计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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