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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2021年部分职技类学校介绍

为了帮助有意愿填报职技类学校的考⽣能结合⾃⼰喜欢的专业科学合理地填报志愿，海淀区教育招⽣和考试中⼼中
招办结合《2021年北京市⾼级中等学校招⽣简章》，联系相关学校提供了专业介绍、咨询电话、对接本科院校及就业⽅向
等信息，并按照专业分类从贯通培养项⽬（5+2），五年制⾼职、3+2中⾼职衔接，中专、技校、职业⾼中和职⾼办综合
⾼中班（普通⾼中学籍）等四个⽅⾯进⾏了汇编，具体如下：

⼀、贯通培养项⽬（5+2）
被贯通培养项⽬录取的学⽣，可在参加专升本的转段考试成绩合格后进⼊本科深造，毕业后成绩合格者由合作本科

院校颁发本科（专升本）毕业证书。同时也允许学⽣在完成⾼等职业教育学段后选择毕业，由毕业学校负责推荐⼯作，
只要是愿意就业、期待值没有超过本⼈能⼒范畴的毕业⽣，都能找到⼀份⾃⼰满意的⼯作。
贯通培养项⽬的优点是在中考时就确认好⾃⼰今后的⽬标，打破了⾼考独⽊桥的传统形式，能更好地享受知识获得

的过程，体会科学、⼈⽂和职业技术技能的内在魅⼒，累积真正的职业素养。进⼀步深造和就业都深受院校和就业单位
的欢迎。2021年初中考学成绩具备 490分及以上的北京正式户籍考⽣可以报考。
专业

分类

专业

名称

相关院校(简章

代码及⻚码)
专业介绍及咨询电话

对接本科

院校
就业⽅向

财经类 电⼦商务

400029：北京市
商业学校（P4
提前招⽣、P75
统⼀招⽣）

⾯向北京⼗⼤⾼精尖产业中科技服务、⼈⼯智
能、软件和信息服务发展需求,依托阿⾥巴巴集
团巨⼤的科技研发与跨平台优势，培养掌握电
⼦商务基础知识与核⼼技能，从事⼤数据分析
与应⽤、⽆线端商务应⽤、数据化运营、⽹店
运营推⼴等⼯作的数字化运营⼈才。咨询电
话：81765668、81765669

北京物资
学院

⽬前⽆毕业⽣



2

财经类

云财务会计

400029：北京市
商业学校（P4
提前招⽣、P75
统⼀招⽣）

北京市教委校企深度合作实验项⽬，打造⾼端
国际化本科云财务会计⼈才；“中⾼本贯通”搏
击云计算、⼤数据、⼈⼯智能等云财务发展前
沿技术；契合⾸都科技创新中⼼发展需求，“云
财务+计算机” 复合型⼈才的就业前景薪资待
遇俱佳。咨询电话：81765668、81765669

北京物资
学院

⽬前⽆毕业⽣

智慧财经类
（⼤数据与
会计、⼤数
据与财务管
理）

800014：北京财
贸职业学院（P6
提前招⽣、P76
统⼀招⽣）。

培养掌握数字经济背景下会计、财务管理等专
业理论和专业技术技能，熟悉前沿信息技术⼯
具，熟悉国内、国际会计准则，能够胜任会计、
智能财务、财务管理、审计岗位⼯作，精核算、
通税法、会分析、懂管理、能审计的国际化、
创新型、复合型技术应⽤型⼈才。咨询电话：
13911090128（孙院⻓）

北京物资
学院

⾯向各类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从事会
计、财务管理与内部审计⼯作；⾯向会
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作；⾯向各类中
介机构从事会计咨询和财务管理咨询
⼯作。

智慧财经类
（⾦融管
理、⾦融科
技应⽤）

800014：北京财
贸职业学院（P6
提前招⽣、P76
统⼀招⽣）。

培养掌握⾦融专业理论和专业技术技能，了解
⼤数据、区块链、⼈⼯智能等新兴技术在⾦融
业务、产品中的应⽤，能够在银⾏、保险、证
券等传统⾦融机构及⾦融科技企业从事⾦融
业务操作、数字⾦融平台运营、数字⾦融产品
营销的国际化、创新型、复合型技术应⽤型⼈
才。咨询电话：13671037671（刘⽼师）

北京物资
学院

⾯向商业银⾏、⾮银⾏⾦融机构、⾦融
科技企业，从事⾦融业务、⾦融科技应
⽤等⼯作。

⾼端装
备与智
能制造
技术

⾼端装备与
智能制造技
术

800002：北京电
⼦科技职业学
院（P5提前招
⽣、P75统⼀招
⽣）

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的，能够在
国际化⼤型企业从事智能制造或建筑⾃动化
系统集成、编程调试、运⾏维护、设计与管理
等⼯作的⾼端技术技能⼈才。⻩⽼师
13683056980，⻢⽼师 15652518899

北⽅⼯业
⼤学

⽬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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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类

现代商旅服
务类（企业
数字化管
理）

800014：北京财
贸职业学院（P6
提前招⽣、P76
统⼀招⽣）。

培养掌握企业数字化管理知识和技术技能，⾯
向商务服务业、批发业、零售业、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互联⽹和相关服务领域的数字化
管理师、企业经理职业群，能够从事企业数字
化管理、企业运营等⼯作的国际化、创新型、
复合型技术应⽤型⼈才。咨询电话：
13488775292（刘⽼师） 13701251480（尹⽼
师）

北京物资
学院

⾯向企事业单位的数字运营、数字营
销、数字⼈⼒资源管理、电⼦商务等领
域，就业岗位有数字营销策划岗、数字
化管理师、运营管理、⼈⼒资源共享服
务专员等。

现代商旅服
务类（旅游
管理）

800014：北京财
贸职业学院（P6
提前招⽣、P76
统⼀招⽣）。

培养掌握旅游专业管理及运营基本知识和技
能，熟悉旅游活动策划，有较强的语⾔应⽤能
⼒，能胜任国际领队、研学旅⾏策划与管理、
智慧酒店运营与管理、主题乐园运营与管理等
岗位⼯作的国际化、创新型、复合型技术应⽤
型⼈才。咨询电话：13651330492（罗⽼师）
13811568348（程⽼师）

北京物资
学院

⾯向北京环球度假区、⾸都⾼星级酒
店、研学旅⾏企业、⼤中型国际旅⾏社、
旅游景区、博物馆等，从事策划、运营
及管理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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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类

新能源汽⻋
技术与市场
营销

400029：北京市
商业学校（P4
提前招⽣、P75
统⼀招⽣）

以院⼠专家＋企业⼤师引领的师资团队，借鉴
英国NVQ5职业标准、宝⻢、丰⽥培训体系，
萃取企业技术等级核⼼能⼒，实现技能学位双
收的⾼技能英才培养。咨询电话：81765668、
81765669

北京物资
学院

⽬前⽆毕业⽣

城市轨道交
通⻋辆运⽤
技术

400051：北京铁
路电⽓化学校
(P4提前招⽣）

⾯向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培养具备扎实的铁路
机⻋⻋辆、城轨列⻋运⽤专业理论与技能，较
强的⼯程实践能⼒，从事⾼铁⻋辆、轨道列⻋
运⽤和控制技术开发，具有国际视野和善于开
拓创新的⾼端技术技能⼈才。
轨道交通⾏业发展迅速，应⽤型⼈才需求旺
盛，就业前景⼴阔。本专业毕业⽣可到政府交
通管理部⻔、中铁北京局集团公司、轨道交通
运营公司、轨道交通建设、轨道交通设备研发
单位以及⾃动化领域相关企业就业，优秀毕业
⽣还可以选择在国内外⾼校进⾏深造。
联系电话:(010)-69779414、60797798-8027
联系⼈:李⽼师 刘⽼师

北京联合
⼤学

⾯向国家铁路⾏业，从事⾼铁列⻋驾
驶、列⻋运⽤管理、列⻋检修与技术改
造等⼯作；⾯向北京城市轨道交通⾏
业，从事地铁电动列⻋运营管理、⻋辆
调试、⼯艺管理、技术⽀持等⼯作。⽬
前⽆毕业⽣。

城市轨道交
通通信信号
技术

400051：北京铁
路电⽓化学校
(P4提前招⽣）

⾯向轨道交通⾏业企业，培养具备交通设备信
息⼯程及机电技术⽅⾯专业基础知识与应⽤
能⼒，从事列⻋⾃动驾驶控制系统维护、交通
设备设计制造、科技开发、应⽤研究与运⾏管
理⼯作，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善于开拓创新的⾼
端技术技能⼈才。联系电话(010)-69779414、
60797798-8027联系⼈:李⽼师 刘⽼师

北京联合
⼤学

经过 5+2联合培养，合格毕业⽣可在轨
道交通运营企业(铁路局、地铁公司等)、
轨道交通建设企业、国际贸易和⼯程咨
询公司、政府交通管理部⻔、⾃动化类
企业就业，也可以在国内外继续深造。
优秀毕业⽣可直接进⼊与北京联合⼤
学联合培养的国有⼤型企业就业或者
推荐到包括俄罗斯乌拉尔国⽴交通⼤
学在内的俄罗斯知名⾼校攻读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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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类

城市轨道交
通供配电技
术

400051：北京铁
路电⽓化学校
(P4提前招⽣）

⾯向轨道交通⾏业企业，培养具备扎实的专业
理论、专业技能，较强的⼯程实践能⼒，从事
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运⾏与管理、综合维护与试
验分析、信息处理与检测等领域⼯作，具有国
际视野和善于开拓创新的⾼端技术技能⼈才。
联系电话:(010)-69779414、60797798-8027联
系⼈:李⽼师 刘⽼师

北京联合
⼤学

毕业⽣不仅有机会进⼊战略合作伙伴
中铁电⽓化局等知名企业，也拥有更⼤
的⾏业选择范围，⽐如电⼒运⾏企业
（电⽹公司、发电公司、供电局、电⼒
⼯程公司等)、电⽓装备公司、⾃动化设
备公司、电⽓装备使⽤单位（⼯业、农
业、交通、航空航天、通信、国防、机
械、医疗、建筑电⽓化等）、科研设计
院所、机关和事业单位。

电⽓设备运
⾏与控制

400051：北京铁
路电⽓化学校
(P4提前招⽣）

北京铁路电⽓化学校电⽓设备运⾏与控制专
业是国家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北京市示范专
业，是北京市职业院校专业创新团队。电⽓技
术应⽤实训基地是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市级
示范性重点实训基地，集学校教学、企业培训
和⽣产服务三项功能为⼀体，具有国家级特种
⾏业培训与鉴定资格。作为“北京市中等职业
学校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开发实验项⽬”
牵头专业，“双核驱动、双证融合” 订单培养
模式，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等奖。联系电
话:(010)-69779414、60797798-8027联系⼈:
李⽼师 刘⽼师

北京联合
⼤学

前五年在北京铁路电⽓化学校学习，后
两年在北京联合⼤学学习。完成前五年
学业且成绩合格者，由北京联合⼤学颁
发专科学历证书；完成全部学业且成绩
合格者由北京联合⼤学颁发本科学历
证书（专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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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类

供⽤电技术
400051：北京铁
路电⽓化学校
(P4提前招⽣）

本专业⾯向城市或⼯矿企业供⽤电技术⼀线
岗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发展，具
备本专业基本基础理论知识和相关技能，具有
英语和计算机技术应⽤能⼒，掌握电⼒系统设
备运⾏、维护、管理、操作的⽅法，熟悉配电
线路的运⾏与维护，熟悉电⼒规程与规范，具
备变电站⾃动化系统运⾏、继电保护系统运⾏
与维护的基本技能专业技能⼈才，培养具有职
业发展潜⼒的⾼素质应⽤型⼈才。联系电
话:(010)-69779414、60797798-8027联系⼈:
李⽼师 刘⽼师

北京联合
⼤学

前五年在北京铁路电⽓化学校学习，后
两年在北京联合⼤学学习。完成前五年
学业且成绩合格者，由北京联合⼤学颁
发专科学历证书；完成全部学业且成绩
合格者由北京联合⼤学颁发本科学历
证书（专升本）。

智能汽⻋技
术与应⽤

606001：北京市
丰台区职业教
育中⼼学校
（P4-5提前招
⽣）

掌握汽⻋智能控制技术，具备智能汽⻋维护以
及智能汽⻋设备的安装、调试、检测及汽⻋产
业管理能⼒的⾼素质技术技能型⼈才。咨询电
话：67634859

北京联合
⼤学机器
⼈学院—
—汽⻋服
务⼯程

⽬前⽆毕业⽣

汽⻋智能技
术类

800002:北京电
⼦科技职业学
院（P5提前招
⽣、P75统⼀招
⽣）

培养掌握智能⽹联汽⻋应⽤领域的基本理论
和专业知识，具备智能⽹联汽⻋电驱动系统和
关键零部件及整⻋的安装、调试、检测、测试、
标定以及仿真分析能⼒，具有英语、计算机应
⽤能⼒、良好职业素养和创新能⼒。吕⽼师
13810757302，宋⽼师 13426220269

北京信息
科技⼤学

⽬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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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类

学前教育

400029：北京市
商业学校（P4
提前招⽣、P75
统⼀招⽣）

幼教⼈才紧缺，就业前景⼴阔，师资实⼒雄厚，
与多家幼教机构合作办学。拥有 2300平⽶专
业实训基地，“多岗实践，保教合⼀”提升职业
能⼒。咨询电话：81765668、81765669

北京联合
⼤学

⽬前⽆毕业⽣

606001：北京市
丰台区职业教
育中⼼学校
（P4-5提前招
⽣）

为⾼等院校培养优质的⽣源，为北京经济发
展、解决⺠⽣问题提供⾼端幼教⼈才。咨询电
话：67995816

北京城市
学院——
学前教育

⽬前⽆毕业⽣

800016:北京城
市学院（P6提
前招⽣、76统⼀
招⽣）

本专业教师均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都师范
⼤学、东北师范⼤学、北京舞蹈学院、中央⾳
乐学院等⾼等院校，同时聘请多位经验丰富的
⾏业幼⼉教育专家指导学⽣的实践教学。形成
了“幼⼉园直通⻋”的教学模式，开设了蒙台梭
利教学法、奥尔夫⾳乐教学法、婴幼⼉早期教
育、特殊⼉童教育、幼⼉博物馆教育、幼⼉绘
本教学等特⾊课程，帮助学⽣在取得幼⼉教师
资格证书的同时顺利考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
书。本专业拥有 3000余平⽶校内实训中⼼，
可满⾜学前教育的多项实训仿真项⽬教学的
需要。咨询电话：010-62321818

北京城市
学院

⼗⼏年来，学前教育专业为北京市各类
学前教育机构输送了千余名优质师资，
毕业⽣均受到⽤⼈单位好评，保持了多
年的 100%全就业和 90%以上的专业
对⼝率。就业单位包括北京市第⼀幼⼉
园、北京市第⼆幼⼉园、北京市第四幼
⼉园、北京市第六幼⼉园、北京市第七
幼⼉园、北京市北海幼⼉园、北京市六
⼀幼⼉园、明天幼稚教育集团、丰台⼆
幼、丰台三幼等在内的优质幼教机构。

⾳乐教育

400029：北京市
商业学校（P4
提前招⽣、P75
统⼀招⽣）

培养⾯向⾸都基础教育发展需要的“⼀专多能
型”现代⾼素质中⼩学⾳乐教师⼈才。突出师
范性、应⽤性和实践性，坚持⾳乐理论与技能
相结合，注重学⽣艺术综合素养的提⾼。咨询
电话：81765668、81765669

北京联合
⼤学

⽬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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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类

⼩学教育
（德语、法
语⽅向）

800016:北京城
市学院（P6提
前招⽣、P76统
⼀招⽣）

我校是全市⾸个为北京市⼩学培养德语、法语
师资⼒量的⾼校，在培养⼩学全科教师的基础
上，使学⽣同时具备德语或法语教学的能⼒，
不断拓宽学⽣的就业渠道和就业竞争⼒。专业
着⼒创新“教育+外语”⼈才培养模式，⼊学后
分为德语特⾊、法语特⾊⽅向培养，分⽅向时
坚持“考⽣选择志愿优先、兼顾中考分数”的原
则。咨询电话：010-62321818

北京城市
学院

专业与北京市多区教委、优质中⼩学、
幼⼉园等单位建⽴深度校企（⾏）合作
关系，并与德国柏林⼯业⼤学、法国⾥
昂⼆⼤等知名⾼校签订了联合培养协
议，与境内外合作单位共同设计⼀体化
⼈才培养⽅案，构建整体设计、系统培
养、贯通实施、协同育⼈的培养机制，
填补了国内中⼩学教育领域⾮通⽤语
种教师的空⽩，帮助学⽣品质就业，王
牌就业，为⾸都培养⼤批⾼⽔平、国际
化的基础教育师资。

⽣物医药与
绿⾊环保类

800002:北京电
⼦科技职业学
院（P5提前招
⽣、P76统⼀招
⽣）

对接北京市医药健康⾼精尖产业，⾯向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物技术和⼤健康”主导产业，
服务“研发+⾼端产品⽣产”产业⾼端集群，为
⾸都⽣物技术⼤型⽣产企业、研究院所和企事
业单位培养从事⽣物产品研发、绿⾊⽣产、质
量控制、销售管理及其它岗位⼯作的⾼端技术
技能⼈才。冯⽼师 13520107301，李⽼师
18811528202

北京⽯油
化⼯学院

⽬前⽆毕业⽣

⽣物医
药、⻝
品、园
林、动
物医学
类

动物医学
（宠物医
师）

800003：北京农
业职业学院（P6
提前招⽣、P76
统⼀招⽣）

培养具备从事宠物疾病诊疗、护理、驯导、美
容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宠物疾病临床诊断、
治疗关键技术操作和基本分析能⼒、具备开展
动物护理、美容与保健、宠物训练的技能，适
应动物医院处置室、化验室、⼿术室、影像室、
住院部等岗位⼯作需要的⾼端技能⼈才。咨询
电话：84928742、84928942、80350160、
15811506280

北京农学
院

毕业后可从事宠物疾病的预防、诊断与
治疗、宠物美容与护理、动物卫⽣监督
管理和动物防疫检疫、⻝品安全⽣产与
管理与安全卫⽣检验、兽药残留检测、
畜产品进出⼝贸易、现代都市伴侣动物
⽣活指导等相关领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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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医
药、⻝
品、园
林、动
物医学
类

绿⾊⻝品⽣
产技术

800003：北京农
业职业学院（P6
提前招⽣、P76
统⼀招⽣）

培养具备⻝品检测和分析、⻝品质量管理的基
本理论和专业技能，系统掌握⻝品安全、⻝品
标准与法规、⻝品质量控制及安全检测技术等
知识与能⼒，能从事⻝品安全检测和⻝品质量
控制等⼯作，满⾜⻝品安全检测领域技术技能
需求，具有创新精神、团队意识的“通⻝品、
强检验、善管理”三位⼀体的⾼端技术及管理
应⽤型⼈才。咨询电话：84928742、84928942、
80350160、15811506280

北京农学
院

从事⻝品产业链质量安全管理、⻝品检
验、⻝品加⼯⽣产等相关岗位的发展性
⼯作。毕业后可在与⻝品质量与安全领
域有关的技术监督部⻔、海关、⻝品质
量检验与检疫部⻔、⻝品安全⽴法或⾏
政执法部⻔、企业、⼤专院校、科研单
位等，从事分析检测、安全评价、质量
管理、教学科研及企业管理等⼯作。

药品⽣物技
术（⽣物应
⽤技术）

800003：北京农
业职业学院（P6
提前招⽣、P76
统⼀招⽣）

培养掌握⽣物⼯程领域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
及⽣产⼯程技术的科学原理，得到较好的应⽤
研究、开发和管理训练，富有社会责任感、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的“厚基础、宽⼝径、强技
能”的复合性、应⽤型技术⼈才。咨询电话：
84928742、84928942、80350160、15811506280

北京农学
院

1.北京地区⽣物医药公司（公司主要聚
集在⼤兴⽣物医药基地、亦庄、昌平⽣
命科学园、中关村丰台科技园区等），
从事与⽣物制药⽣产、研发及质量控制
（QC）相关的⼯作岗位或在各⼤医院
第三⽅检验机构从事与医学检验相关
⼯作岗位。
2.⾼校及科研院所（中国农业科学院、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从事⽣物技术相
关研发，辅助完成相关科研项⽬；在⽣
物医药⾏业从事销售⼯作。

园林技术
（⻛景园
林）

800003：北京农
业职业学院（P6
提前招⽣、P76
统⼀招⽣）

培养具备⻛景园林规划设计、城市规划与设
计、⻛景名胜区和各类城市绿地的规划设计等
⽅⾯的专业技能和基本知识，能从事⻛景区、
城乡绿地系统、各类城市绿地及环境等规划设
计、⼯程施⼯与管理以及相关科学⼯作的“厚
基础、重实践、具有创新精神”的应⽤型⼈才。
咨询电话：84928742、84928942、80350160、
15811506280

北京农学
院

各区园林绿化局、林业站、景观设计公
司、⼯程项⽬咨询公司、园林⼯程施⼯
公司、物业管理公司、⽔利、市政公路
企业、园林养护公司等从事园林⼯程及
相关内容的规划设计、⼯程管理、⼯程
预算及项⽬管理等⼯作。



10

⽣物医
药、⻝
品、园
林、动
物医学
类

园艺技术
（都市园
艺）

800003：北京农
业职业学院（P6
提前招⽣、P76
统⼀招⽣）

基于园艺学相关理论和实践，结合艺术设计相
关知识，将艺术设计融于园艺学科的⼀个新型
专业。包括街道、⼴场的花坛、花境设计与施
⼯，建筑物墙⾯及屋顶的都市园艺景观设计与
施⼯、⼤型会议及⼤型活动的花艺设计与施
⼯，居屋软装的花艺设计与布置等。咨询电话：
84928742、84928942、80350160、15811506280

北京农学
院

毕业⽣⾯向都市园艺景观设计领域中
的⾼端技术与管理岗位，主要从事都市
园艺景观设计与施⼯、花卉艺术设计⾏
业的经营与管理。主要三⼤类型:⼀是从
事都市园艺景观设计与施⼯的国有企、
事业单位；⼆是各类都市园艺景观设计
公司；三是各类都市园艺相关社会培训
机构等。

数字媒
体艺术
设计与
旅游类

餐饮艺术与
管理

606001：北京市
丰台区职业教
育中⼼学校
（P4-5提前招
⽣）

与便宜坊集团校企深度合作。培养能够从事烹
饪教育事业相关岗位及餐饮相关⾏业，从事厨
房产、厨房运营、餐饮经营管理等相关⼯作的
⾼素质技能型⼈才。咨询电话：67634859

北京联合
⼤学旅游
学院——
烹饪与营
养教育

⽬前⽆毕业⽣

⽂化创意类
（视觉传达
与设计）

800014：北京财
贸职业学院（P6
提前招⽣、P76
统⼀招⽣）。

培养掌握绘画、摄影、设计、制作、营销、策
划等专业理论和技术技能，熟悉设计规范，能
够胜任设计及创意等相关⼯作，有眼界、懂审
美、精设计、擅创意、熟悉材料与⼯艺的国际
化、创新型、复合型技术应⽤型⼈才。咨询电
话： 89532004、65253959、65231250

北京城市
学院

⾯向设计公司、⼴告公司、品牌传播机
构、互联⽹企业或企事业单位的市场与
设计部⻔，从事平⾯设计、品牌形象设
计、包装设计、UI 设计、展示设计、活
动策划等设计创意⼯作。

影像与影视
技术

606001：北京市
丰台区职业教
育中⼼学校
（P4-5提前招
⽣）

本专业主要是为影视制作及其他相关⾏业培
养影视后期制作⼈才。主要学习影视后期岗位
⼯作技能，包括国际电影⼯业 4K数字化⽣产
标准，影视剪辑技术，影视 3D特效技术，⾼
端影视合成技术，⾳频编辑合成技术，影视调
⾊技术，培养⾼端技能型专项⼈才。咨询电话：
87252562

北京城市
学院

⽬前⽆毕业⽣



11

数字媒
体艺术
设计与
旅游类

融媒体技术
应⽤

606001：北京市
丰台区职业教
育中⼼学校
（P4-5提前招
⽣）

本专业侧重于满⾜新闻⼴播电视和数字新媒
体⾏业中的融媒体编辑、融媒体运营等技术领
域岗位群需求。北京市仅有我校开设融媒体技
术应⽤专业，对接⾸都政治、⽂化与科技中⼼
战略，⾯向数字⽂化传媒、互联⽹及⼤数据等
产业。⾯对巨⼤的⼈才需求缺⼝，培养能够从
事融媒体运营、融媒体策划编辑、舆情监控等
岗位群⼀线技术技能型⼈才，助⼒⾸都⽂化传
媒业转型发展。咨询电话：87252562

北京城市
学院

⽬前⽆毕业⽣

⽹络与
⼤数据
技术、
信息类

⼤数据技术
应⽤

800001：北京信
息职业技术学
院（P5提前招
⽣、P75统⼀招
⽣）

本专业⾯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信息系
统分析、信息系统运⾏维护、⼤数据⼯程技术
⼈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数据采集与处理，数
据分析、挖掘、可视化展示，⼤数据开发与运
维等⼯作的⾼素质技术技能⼈才。咨询电话：
64353978、85305262。

北京信息
科技⼤学

本专业毕业⽣可在各类软件与互联⽹
企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数据
采集、处理、分析、挖掘和可视化展示
等⼯作。

软件技术

800001：北京信
息职业技术学
院（P5提前招
⽣、P75统⼀招
⽣）

⾯向北京⼗⼤⾼精尖产业，服务⾸都经济发
展，培养具备 Java、JavaScriPt 等软件开发能
⼒，熟练掌握软件测试、数据库应⽤等技术，
能从事软件开发、前端设计、软件测试、数据
库管理、软件技术⽀持和软件营销等⼯作的⾼
素质技能型⼈才。咨询电话：64353978、
85305659。

北京信息
科技⼤学

本专业就业⾯宽、毕业⽣可在各类软件
企业、政府部⻔、企事业单位从事软件
编程、软件测试、软件营销、软件技术
⽀持与计算机相关的各种⼯作。

信息安全技
术应⽤

800001：北京信
息职业技术学
院（P5提前招
⽣、P75统⼀招
⽣）

本专业⾯向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融、电信
等⾏业相关的 IT 部⻔。培养具有⽹络规划与配
置，⽹络安全产品配置与管理、系统安全加固、
信息安全测评、安全应急事件响应能⼒的⾼素
质技术技能⼈才。咨询电话：64353978、
85305708。

北京信息
科技⼤学

本专业毕业⽣可在各类企事业单位的
IT 部⻔从事⽹络设备安装与调试、⽹络
安全产品规划与部署、⽹络安全运维、
⽹络安全技术⽀持、信息安全测评等⼯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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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与
⼤数据
技术、
信息类

⼈⼯智能技
术应⽤

800001：北京信
息职业技术学
院（P5提前招
⽣、P75统⼀招
⽣）

本专业培养掌握⼈⼯智能基础专业理论知识、
应⽤技术，具备⼈⼯智能技术应⽤开发、系统
管理与维护等能⼒，注重培养对⾃然语⾔、图
像识别、语⾳识别、计算机视觉等技术有充分
理解，能够应⽤数据标注⼯具平台开展⼈⼯智
能数据⽣产，并掌握⼈⼯智能数据相关技术落
地应⽤的⼈才的⾼素质技术技能⼈才。咨询电
话：64353978、85305261

北京信息
科技⼤学

本专业毕业⽣毕业后可从事⼈⼯智能
数据产品规划、平台开发（数据处理、
语⾳算法、图像算法、⾃然语⾔算法）、
数据采集与处理（数据采集、标注、质
检、验收等）、⼈⼯智能数据产品运营
与维护、⼈⼯智能数据产品营销等岗位
⼯作。

⽹络与⼤数
据类

800002:北京电
⼦科技职业学
院（P5提前招
⽣、P75统⼀招
⽣）

依托⾸都主要科技产业，⾯向计算机、计算机
⽹络、电⼦信息、通信技术三⼤应⽤领域，构
建“基础、实践、创新螺旋递进”式课程体系,
涵盖了⾸都重点发展的软件、⽹络、⼤数据、
电⼦等主要⾼科技领域，培养⾸都 IT 产业发展
需要的⾼素质技术技能⼈才。杜⽼师
13910010163，景⽼师 13466616192

北京信息
科技⼤学

⽬前⽆毕业⽣

物联⽹技术
应⽤

606001：北京市
丰台区职业教
育中⼼学校
（P4-5提前招
⽣）

专业⾯向物联⽹产业的相关企业，培养具有社
会主义核⼼价值观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及⾏为
规范，具有安全意识、学习意识、沟通意识、
团队精神，掌握必备的⽂化基础知识和物联⽹
技术应⽤的相关知识，具备物联⽹技术应⽤的
基本技能，能够从事物联⽹相关的设备安装与
测试、物联⽹设备调试、物联⽹系统调试、物
联⽹系统维护、物联⽹技术服务等⼯作的⾼素
质的初中级技能型⼈才。咨询电话：87252562

北京联合
⼤学

⽬前⽆毕业⽣

⽂化艺
术类

⾮遗传承与
设计

606001：北京市
丰台区职业教
育中⼼学校
（P4-5提前招
⽣）

北京市丰台区⾮物质⽂化遗产教育传承示范
基地；全国⾮遗保护协会职业教育专委会主任
校；与北京珐琅⼚合作景泰蓝艺术学院；⾸创
⾮遗与设计学院.咨询电话：67634859

北京联合
⼤学艺术
学院——
⼯艺美术

⽬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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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
障类

⼈⼒社保类

800017：北京劳
动保障职业学
院(P7提前招
⽣)

⼈⼒资源管理和社会保障类专业是我校的传
统优势专业，也是国家级⻣⼲⾼职专业和中央
财政⽀持重点建设专业，就业优势⼗分明显。
咨询电话：64941605、64941610、64941636、
80114048（北校区)
微信咨询：搜索⼿机号 18001318322加好友

北京城市
学院

该专业⼤专毕业⽣就业率近五年均达
到 100%。毕业⽣遍布北京市⼈⼒资源
和社会保障系统各业务经办机构、各企
事业单位的⼈⼒资源部⻔。毕业⽣多就
职于：前程⽆忧、易才集团、58同城、
智联招聘、海淀区⼈⼒资源公共服务中
⼼、国才（北京）⼈⼒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北京外企⼈⼒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航天⼈才服务有限公司、中国
国际智⼒技术合作公司及北京市各区
社保、医保中⼼等单位。

安全交通类

800017：北京劳
动保障职业学
院(P7提前招
⽣)

是国家级⻣⼲⾼职院校重点建设专业、中央财
政重点⽀持专业、北京市示范特⾊专业。与多
家⼤型企事业单位合作，就业优势明显，⼴受
考⽣关注、深受社会认可。
咨询电话：64941605、64941610、64941636、
80114048（北校区)
微信咨询：搜索⼿机号 18001318322加好友

北京⽯油
化⼯学院

该专业⼤专毕业⽣就业率近五年均达
到 100%。毕业⽣多就职于：北京燃⽓
集团、北京⾃来⽔集团、北京排⽔集团、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等单位。

护理类 养⽼护理类

800017：北京劳
动保障职业学
院(P7提前招
⽣)

养⽼护理类专业是学院重点建设专业，是国内
早开设养⽼类专业的院校，2016年更是成为
本市三所养⽼服务⼈才培训学院之⼀。养⽼专
业是中国特⾊⾼⽔平专业群、北京市特⾊⾼⽔
平⻣⼲专业。
咨询电话：64941605、64941610、64941636、
80114048（北校区)
微信咨询：搜索⼿机号 18001318322加好友

北京城市
学院

该专业⼤专毕业⽣就业率近五年均达
到 100%。毕业⽣多就职于：远洋椿萱
茂、万科集团、燕达⾦⾊年华、⾸开⼨
草春晖、光⼤汇展养⽼、慈爱嘉养⽼服
务有限公司、乐成集团恭和苑、诚和敬
投资有限公司、泰康之家燕园、优护万
家、北京华⽅养⽼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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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专
业

新⼀代信息
技术类、
智能设备
类、
智能建造类

800006：北京⼯
业职业技术学
院（P6提前招
⽣、P76统⼀招
⽣）

1、报考时不分专业，学⽣两年后⾃主选择专业。
2、咨询电话：51511538；51511539；51511225。

北⽅⼯业
⼤学

1、2015级贯通培养毕业学⽣已经全部
升⼊对接本科院校学习；
2、132名学⽣赴美国、英国等国家留学
深造。

⼆、五年制⾼职、3+2中⾼职衔接
被五年制⾼职、3+2中⾼职衔接录取的学⽣，主要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技术技能培养，只要是愿意就业、期待值没有超

过本⼈能⼒范畴的毕业⽣，都能找到⼀份⾃⼰满意的⼯作，⾼职学校在教学、实习等⽅⾯与企业合作密切，就业率⾼。
同时也满⾜后期学习能⼒较强学⽣的升学意愿，⾼职毕业时可以按照 15%⽐例由学校推荐参加专升本⼊学考试。
五年制⾼职、3+2中⾼职衔接学校录取⽅式通常有提前招⽣、统⼀招⽣和补录三种⽅式，多数提前招⽣学校均是根据

中考成绩和专业测试成绩择优录取。
专业
分类

专业
名称

相关院校
(简章代码及⻚码)

专业介绍及咨询电话 就业情况

智慧电
⼦商务
技术、财
经类

电⼦商务

608001：北京市信
息管理学校
（P33-34提前招
⽣、P147-148统⼀
招⽣）11专业

电⼦商务是第三批 1+X 证书试点专业。与知名电⼦商
务公司合作，扎实培养学⽣的专业素养、专业技能；
依托校内电商⼯作室，帮助学⽣⾃主创业以及完成企
业整体运营项⽬。2019年师⽣竞赛荣获京津冀地区⼀
等奖及全国三等奖。13501334782

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合作实⾏3+2中⾼
职衔接，转段测试合格直升⼤专。校企
合作，就业渠道顺畅，就业率⾼，2019
年⾼职就业率百分之百。

智慧电
⼦商务
技术、财
经类

互联⽹⾦融

608001：北京市信
息管理学校
（P33-34提前招
⽣、P147-148统⼀
招⽣）10专业

互联⽹⾦融是前沿新兴领域新设专业。紧跟“互联⽹
+”时代，校企合作，教师教学能⼒强，充分利⽤互联
⽹⾦融实训教学，提⾼教学效率。13501334782

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合作实⾏3+2中⾼
职衔接，转段测试合格直升⼤专。未来
就业⾯⼴，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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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事务

608001：北京市信
息管理学校
(P33-34提前招
⽣、P147-148统⼀
招⽣)06专业

会计是北京市示范专业，是第⼀批 1+X证书试点专业。
教师团队教学经验丰富，实践能⼒强，依托北京市唯
⼀⼀家驻校会计记账公司，全⾯提升学⽣岗位综合素
质。 13501334782

与北京⼯业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实⾏ 3+2
中⾼职衔接，转段测试合格直升⼤专，
⾯向企事业对⼝就业,2019年⾼职就业
率百分之百。

⾦融事务

608001：北京市信
息管理学校
（P33-34提前招
⽣、P147-148统⼀
招⽣）09专业

⾦融事务是海淀区重点特⾊专业，是第⼆批 1+X 证书
试点专业。专职教师团队教学能⼒强，校企合作密切，
企业专家⾛进课堂参与教学，全⾯提升学⽣综合岗位
能⼒，多次在各级各类⽐赛中获奖。13501334782

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合作实⾏3+2中⾼
职衔接，转段测试合格直升⼤专。就业
路⼦宽，⾯向银⾏、证券和保险等⾏业
⽅向就业，2019年⾼职就业率百分之
百。

商务英语

608001：北京市信
息管理学校
（P33-34提前招
⽣、P147-148统⼀
招⽣）08专业

商务英语是北京市⻣⼲特⾊专业。教师团队教学经验
丰富，学⽣在北京市英语技能⼤赛和中⾼职⼝语联赛
中获得⼀等奖。13501334782

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合作实⾏ 3+2
中⾼职衔接，转段测试合格直升⼤专，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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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电
⼦商务
技术、财
经类

电⼦商务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
(P12提前招⽣、
P127统⼀招⽣)

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电⼦商务合作，联合实施
（3+2）中⾼贯通培养。培养具备⽹络营销、⽹络信
息处理、商务沟通、商务⽂书撰写、⼴告策划、⽹上
单证处理及电⼦⽀付的操作技能，商务⽹站建设与管
理、微⽹站开发与建设等能⼒。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财经⾦融专业集群，拥有⼀⽀教学经验
丰富、科研能⼒突出的优秀师资队伍。
其中，北京市优秀教师 1名，北京市职
教名师 1名、专业带头⼈ 4名、⻣⼲教
师 1名，双师型教师占 95%，硕⼠研究
⽣以上学历教师占 90%，中⾼级职称教
师占 70%以上。教学设施现代化，拥有
云财务共享、实账演练、沙盘实战、财
税⼀体化、互联⽹⾦融等多个实习基地。
财经系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会计学
院合作，联合实施“3+2”中⾼职衔接⼈
才培养，共筑“会计师”、“经济师”的摇
篮，学校与中联集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航天⾦税技术
有限公司、厦⻔科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东⼤正保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办学，
升学转段通过率⾼于 95%。

电⼦商务
（跨境电⼦
商务⽅向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
(P12提前招⽣、
P127统⼀招⽣)

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合作，联合实施（3+2）中
⾼贯通培养。培养具备电⼦商务经营⽅法和相关计算
机技术，国际物流操作技能、跨境电商客户服务技能、
语⾔沟通和表达技能、⽹络营销技能、跨境电商数据
化管理技能和跨境电⼦商务创新的⾼素质技术技能型
⼈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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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电
⼦商务
技术、财
经类

会计事务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
(P12提前招⽣、
P127统⼀招⽣)

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合作，联合实施“3+2”中⾼
职衔接⼈才培养。实施毕业证和技能书证融通，将助
理会计师和“智能财税等职业技能证书”融⼊教学。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同上

会计事务
（⾦融事务
⽅向）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
(P12提前招⽣、
P127统⼀招⽣)

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合作，联合实施“3+2”中⾼
职衔接⼈才培养。将助理会计师、助理经济师和“智能
财税职业技能证书内容有机融⼊教学，培养具有良好
综合素质，扎实的⾦融知识的⾼素质技术技能型⼈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同上

会计事务
（税务事务
⽅向）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P12
提前招⽣、P127
统⼀招⽣)

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合作，联合实施“3+2”中⾼
职衔接⼈才培养。培养熟悉税收法律法规，出纳业务
操作、涉税事项账务处理、纳税申报等专业技能的⾼
素质技能⼈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同上

会计事务
（云财务会
计⽅向）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P12
提前招⽣、P127
统⼀招⽣)

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合作，联合实施“3+2”中⾼
职衔接⼈才培养，培养符合⾸都中⼩企业需要，具有
会计专业知识与技能、熟练运⽤云操作系统完成账务
管理、数据核算，对会计信息进⾏精准审核和判断的
⾼素质技术技能型⼈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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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电
⼦商务
技术、财
经类

经济信息管
理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P12
提前招⽣、P127
统⼀招⽣)

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合作，联合实施 3+2中⾼贯
通培养。培养具有适应京津冀⾏业电⼦商务运营、服
务和管理⼀线需要的专业数据分析能⼒的⾼素质技能
型⼈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同上

会计事务

611002:房⼭职业
学校(P35提前招
⽣，P150统⼀招
⽣，P219宣传⻚)

会计专业成⽴于 1994年，是学校的经典专业。现专业
设施⻬全，教学设备完善，教学理念先进，办学思路
成熟，稳居学校热⻔专业。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3+2
联合办学。咨询电话：69323705

近年房⼭职业学校3+2学前专业毕业⽣
就职于北京银⾏、中国银⾏等各⼤银⾏，
有些就职于企、事业单位。

400029：北京市商
业学校（P15提前
招⽣、P130统⼀
招⽣）

40年专业发展历史，成就会计专业品牌；北京市职业
院校唯⼀特⾊⾼⽔平⻣⼲专业，彰显专业实⼒；与澳
⼤利亚开展 TAFE 合作，突出国际化⼈才培养；毕业
⽣综合职业能⼒强，提前预定抢购⼀空。咨询电话：
81765668、81765669

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单位有：⽤友
⽹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友建筑事业
部、北京中⺠健得会计师事务所、北京
春雪会计服务公司。

400029：北京市商
业学校（P15提前
招⽣、P130统⼀
招⽣）

北京市教委专科⼈才培养改⾰试验项⽬，政府搭台、
政策保障，五年学制⼀体化培养。教学内容与经济发
展同频共振，教学、实训、实习、就业体系化设计与
实施，打造“⾼精尖”⼈才，培养样板专业，成就有梦
想年轻⼈的未来。咨询电话：81765668、81765669

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单位有：⽤友
⽹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友建筑事业
部、北京中⺠健得会计师事务所、北京
春雪会计服务公司

400030：北京商贸
学校（P16-17提前
招⽣、P131-132统
⼀招⽣）

市教委批准的第⼀个会计“3+2”专业，连续三年北京
市会计信息化处理⼤赛团体第⼀名，根据学⽣不同特
点运⽤有针对性的教学⽅法，积极运作代理记账公司
进驻校园，学⽣上学即上岗。招⽣电话：60221398/
60223154

转段⾄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信会计学院
（会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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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电
⼦商务
技术、财
经类

会计事务
（企业会计
⽅向）、（⾦
融业会计⽅
向）

400027：北京市对
外贸易学校
（P14-15提前招
⽣、P129-130统
⼀招⽣）

会计专业为我校传统优势专业，拥有 56年办学经验。
本专业采⽤国际领先的 TAFE 教育模式，可考取国际
化证书，专业实⼒雄厚，师⽣在各类型会计职业技能
竞赛中成绩突出；咨询电话 84204886

会计专业与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3+2
对接，主要就业⽅向为中国保监会、公
安部第⼀研究所、北京⼤学第三医院、
华夏银⾏、保利建设集团、北京饭店、
北京燃⽓集团、毕⻢威会计师事务所、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中审华寅会计师
事务所等。就业率 99%以上。

会计事务

400031：北京市供
销学校（P17提前
招⽣、P132统⼀
招⽣）

北京市教委认定的“示范专业”，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衔接“3+2”模式实验班。在校主要学习会计专业相关
知识，可考取初级会计职称。电话：60222458

北京市供销学校会计事务专业与北京财
贸职业学院衔接“3+2”模式实验班。

会计事务
（智能财税
⽅向）

605002：北京市求
实职业学校（P31
提前招⽣、P145
统⼀招⽣）

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进⾏智能财税“3+2”中⾼职
学历衔接，⼤专毕业后可以考取国内⼤学或澳⼤利亚
墨尔本⼤学，学业合格后获得本科学历和硕⼠深造机
会。专业与“智富通”会计师事务所共建共享⽣产性实
训基地，通过校企“双导师”真实岗位任务实践教学，
推进学⽣能⼒和素养的提升，实现“学岗对接，能⼒综
合”复合型⼈才培养⽬标。联系电话：85974130

⾯向智能科技、云财务背景下企事业单
位和事务所从事云财税、云审计助理等
岗位。就业单位如“智富通”会计师事务
所等。

智慧财经商
贸类(⼤数
据与会计、
旅游管理)

800006：北京⼯业
职业技术学院
（P78⻚统⼀招
⽣）

通过学习，培养熟悉国家财税法规，熟练会计业务核
算、纳税申报和智能财务软件操作，⾯向企、事业单
位基层会计核算、统计、财务分析和管理⼯作，具有“⾼
素养、熟法规、善做账、能管理”的⾼端技术技能型专
⻔⼈才。办公电话 51511564，移动电话 18600460934

主要⾯向企、事业单位的出纳、会计等
财务相关岗位，能胜任会计核算、数据
统计、财务管理、纳税申报、报表编制
与分析、事务所审计助理等⼯作，就业
⾯⼴、专业性强、职场发展后劲⾜、提
升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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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电
⼦商务
技术、财
经类

智能财务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
招⽣、P146-147
⻚统⼀招⽣）

与北京⼯业职业技术学院合作“3+2”中⾼职衔接；学
习掌握电⼦商务运作原则，能通过互联⽹进⾏多种形
式的⽹络营销活动、商城运营、电⼦商务⽹站建设与
维护、客户服务等⼯作，能够掌握多元化社交媒体平
台营销策划，能够通过电⼦商务平台进⾏⾃主创业及
从事相关商务类。咨询电话 87252562

⽬前⽆毕业⽣

商务数据分
析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
招⽣、P146-147
⻚统⼀招⽣）

与北京⼯业职业技术学院合作“3+2”中⾼职衔接；本
专业坚持⽴德树⼈、德技并修，⾯向互联⽹和相关服
务业、批发业、零售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
业的数据采集员、数据清洗师、数据统计员、数据分
析员、运营数据分析专员、市场数据分析专员、客户
数据分析专员等岗位，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为规范，熟悉电⼦商务相关的⽣产过程与⽣产组织运
营，掌握商务数据分析职业岗位群必备的⽂化基础知
识、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具备合作、沟通与表达能
⼒，具有安全⽣产、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意识，能规
范操作的德智体美劳全⾯发展的⾼素质技术技能型复
合型⼈才。咨询电话 87252562

⽬前⽆毕业⽣

电⼦商务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
招⽣、P146-147
⻚统⼀招⽣）

与北京⼯业职业技术学院合作“3+2”中⾼职衔接；学
习掌握电⼦商务运作原则，能通过互联⽹进⾏多种形
式的⽹络营销活动、商城运营、电⼦商务⽹站建设与
维护、客户服务等⼯作，能够掌握多元化社交媒体平
台营销策划，能够通过电⼦商务平台进⾏⾃主创业及
从事相关商务类咨询电话 87252562

毕业可从事新媒体运营、⽹站美⼯、商
品信息编辑、⽹络频道编辑、⽹站推⼴
员、商城管理员、仓储物流、客户管理
等岗位⼯作。2019年除去升⼊⾼职院校
之外都到⻘岛⽇⽇新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北京瑞励志达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

611002:房⼭职业
学校(P35提前招
⽣，P150统⼀招
⽣，P219宣传⻚)

电⼦商务专业是融合计算机、经济学、营销、管理等
于⼀体的新兴交叉学科，培养能够利⽤⽹络技术开展
商务活动或利⽤计算机进⾏⽹络管理和营销的专业⼈
才，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3+2联合办学。咨询电话：
69323705

电⼦商务专业成⽴于 2017年，暂⽆毕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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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电
⼦商务
技术、财
经类

电⼦商务

615001:北京市⼤
兴区第⼀职业学
校（P38提前招
⽣、 P152-153统
⼀招⽣）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612001：北京新城
职业学校（P35提
前招⽣、P150统
⼀招⽣）

本专业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3+2中⾼职衔接，课
程包括设计类的图形图像处理、动画制作、摄影技巧，
⾦融类的会计基础知识、市场营销类的消费⼼理学、
⽹络营销，实操运营类的⽹店与微店运营等。咨询电
话：61533967, 19801066971

就业率 98%以上，就业单位有：每⽇优
鲜、聚美优品、京东商城、世⻰国际影
⾳、北京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天悦
酷玩⽂化传播有限公司、恒云传媒外包
服务有限公司等，从事电商运营、⽹络
营销、客户服务等⼯作。

400029：北京市商
业学校（P15提前
招⽣、P130统⼀
招⽣）

北京市教委专科⼈才培养试验项⽬，与电商巨头阿⾥
巴巴⽣态圈内的企业紧密合作，产教深度融合，依托
阿⾥巴巴数字贸易院雄厚的师资⼒量，实施开放应⽤
型、企业化的⼈才培养模式，五年学制，整体设计。
培养电⼦商务、数字贸易、新商科等新业态下的专业
⼈才。⼀线电商企业保证就业。企业讲师、移动商务
专家亲临授课。培养懂营销、善实战、精技术、会策
划的专业⼈才。咨询电话：81765668、81765669

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单位有：北京
⼀商兰枫叶商业有限公司、北京北通四
海电⼦商务有限公司、北京新七天电⼦
商务技术有限公司

电⼦商务
（⽹络营销
⽅向）

400027：北京市对
外贸易学校
（P14-15提前招
⽣、P129-130统
⼀招⽣）

电⼦商务专业实训设施先进，真实电商平台实战演练，
引⼊京东运营平台、师资及课程，校企共育，教师具
有丰富的⾏业经验，注重实践教学、⼯学交替；咨询
电话 84638050

学⽣全部升⼊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丰富就业资
源，学⽣毕业后可从事京东、淘宝等电
商平台运营管理、商务数据分析、新媒
体运营等⼯作。毕业⽣就业前景⼴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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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电
⼦商务
技术、财
经类

电⼦商务
（⽹店运营
与推⼴）

605002：北京市求
实职业学校（P31
提前招⽣、P145
统⼀招⽣）

本专业与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电⼦商务专业“3+2”中⾼
职学历衔接，⼤专毕业后可以考取国内或国外⼤学，
继续本科或硕⼠深造。专业⽴⾜市场⼈才需求，依托
京东、阿⾥巴巴、美团等企业资源，实⾏校企‘’双主
体，双环境”⼯学结合教学模式，实现电⼦商务营销策
划、⽹店运营、⽹络编辑、⽹络推⼴、视觉设计、商
务数据处理与分析等复合型⼈才培养⽬标。联系电话：
85974130

⾯向电⼦商务⾏业⽹店装修/⽹店美⼯、
⽹店推⼴、⽹络营销运营、SEO专员、
⽹络营销⽂案策划、产品编辑专员等岗
位。主要就业单位：京东集团、阿⾥巴
巴、美团等电商企业。

跨境电⼦商
务

400027：北京市对
外贸易学校
（P14-15提前招
⽣、P129-130统
⼀招⽣）

我校依托在国际商务、电⼦商务⽅⾯的办学优势，紧
跟社会发展趋势，率先开设跨境电⼦商务专业，是北
京中职学校中 先开设跨境电商专业的学校，实⼒强
劲，实习实训设施完备，与京东集团共同建设京东跨
境电商⼯程师学院。本专业为北京市重点发展产业，
⼈才需求巨⼤，咨询电话 84204886

跨境电⼦商务专业与北京劳动保障职业
学院 3+2对接。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与阿
⾥巴巴国际站、亚⻢逊中国、敦煌⽹、
世界500强国际贸易公司和跨境电商平
台企业—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型国企—锦海捷亚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著名合资企业—嘉⾥⼤通物流、优质⺠
企—博越锦程国际物流（北京）有限公
司、优质⺠企—泛运国际物流（北京）
有限公司、⾦融机构—兴业银⾏股份有
限公司等开展校企合作。

国际商务
（外贸报关
报检⽅向）

400027：北京市对
外贸易学校
（P14-15提前招
⽣、P129-130统
⼀招⽣）

国际商务专业已办学 56年，是北京市⻣⼲特⾊专业，
我校也是中职国际商务专业领军校。本专业培养具有
国际视野的⾼素质、实⽤型国际贸易⼈才。咨询电话：
84204886

此⽅向对接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毕业后
可推荐到中国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进出⼝企业协会下属外贸会员单
位就业，与中国电⼦进出⼝国际电⼦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嘉⾥⼤通物流有限公
司（中国报关协会副会⻓单位）、中外
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公司、北京纵坐
标国际贸易公司等公司校企合作，就业
前景⼴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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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电
⼦商务
技术、财
经类

国际商务
（外贸单证
⽅向）

400027：北京市对
外贸易学校
（P14-15提前招
⽣、P129-130统
⼀招⽣）

国际商务专业已办学 56年，是北京市⻣⼲特⾊专业，
我校也是中职国际商务专业领军校。本专业培养具有
国际视野的⾼素质、实⽤型国际贸易⼈才。咨询电话：
84204886

学⽣全部顺利升⼊对接⾼职院校——北
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
业学院和北京市对外贸易学校在外贸、
进出⼝领域拥有丰富的就业资源,毕业
⽣供不应求。

⾦融事务

605002：北京市求
实职业学校（P31
提前招⽣、P145
统⼀招⽣）

⾦融事务专业创办于 1985年，⾦融事务专业被评为
“北京市⻣⼲专业”、“北京市示范专业”,“国家重点建
设专业”。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合作“3+2中⾼职
学历衔接班”，取得⼤专学历。联系电话：85974130

⾯向银⾏、其他⾦融机构从事银⾏⼤堂
经理、理财经理、票据处理、个⼈信贷
等岗位。主要就业单位：⼯商银⾏、建
设银⾏等单位。

400029：北京市商
业学校（P15提前
招⽣、P130统⼀
招⽣）

前瞻国际经济发展，着重证券与期货⼈才培养；从事
投资理财客户管理⼯作，就业前景⼴阔。适应互联⽹
⾦融发展，着重⽹上⾦融业务打造；培养“⾦融+计算
机”⾼端复合⾦融⼈才，就业前景⼴阔。咨询电话：
81765668、81765669

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单位有：中国
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江苏银
⾏、平安银⾏

⾦融事务
（证券⽅
向）

400030：北京商贸
学校（P16提前招
⽣、P131统⼀招
⽣）

市教委批准的第⼀个⾦融“3+2”专业，培养复合⼈才，
学⽣⼴泛涉猎各个⾦融领域，注重校企合作，与中国
平安、中国建设银⾏等⾦融机构密切合作，学⽣综合
实训阶段，全真模拟证券公司晨会制度。招⽣电话：
60221398/ 60223154

转段⾄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证券与期货
专业）

连锁经营与
管理

605002：北京市求
实职业学校（P31
提前招⽣、P145
统⼀招⽣）

本专业契合智慧零售⾏业发展的需要，与北京财贸职
业学院连锁经营与管理专业“3+2”中⾼职学历衔接。
⼤专毕业后可以考取英国北安普顿⼤学获或加拿⼤北
岛学院，学业合格后获得本科学历和硕⼠深造机会。
该专业与星巴克等开展校企共育“⼯学结合”教学模
式，实现学⽣“学岗对接，能⼒综合”复合型⼈才培养
⽬标。联系电话：85974130

⾯向智慧零售⾏业，主要从事智慧商业
零售⻔店运营职业经理⼈、智慧商业企
业总部职能部⻔职业经理⼈。主要就业
单位：佳能、星巴克、哈根达斯、沃尔
玛等⼤型连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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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电
⼦商务
技术、财
经类

商务英语

400027：北京市对
外贸易学校
（P14-15提前招
⽣、P129-130统
⼀招⽣）

本专业注重商务环境下英语应⽤能⼒、外贸业务咨询
与洽谈能⼒的培养，定期与欧美访问团深⼊交流，打
造国际视野，培养英语能⼒扎实、跨⽂化沟通能⼒强
的应⽤型⼈才；咨询电话 84204886

商务英语专业与北京电⼦科技职业学院
3+2对接，学⽣主要就业⽅向为外资企
业、外贸公司和涉外机构从事业务洽谈、
商务助理、运营管理、商务秘书、⼈⼒
资源管理等⼯作。

605001：北京市劲
松职业⾼中（P31
提前招⽣、
P144-145统⼀招
⽣）

本专业为适应北京市的经济发展需要，为涉外企业和
商务旅游机构培养具有⼀定商务知识和⽐较扎实的英
语会话能⼒的初级商务⼈才。该专业与北京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合作“3+2”中⾼职衔接班。咨询电话：
13693617755、13601006539

CBD区域的⼀些涉外企业或商务、贸
易、旅游服务公司、航空服务公司。就
业率 100%。

建筑⼯程造
价

400002：北京⽔利
⽔电学校（P11提
前招⽣、P126统
⼀招⽣）

与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合作。该专业服务于北京市
城市建设，为北京数字建筑培养能够运⽤信息化
（BIM）⼯具，在建筑、⽔电安装、市政三个⽅向完
成⼯程预决算、招投标管理、建筑建模等能⼒的⼯程
造价技术⼈才。咨询电话：65772221/65774111

中建集团、中铁六局、中交路桥建设有
限公司、中铁三局、北京城建集团、北
京市铁路局等。

400002：北京⽔利
⽔电学校（P11提
前招⽣、P126统
⼀招⽣）

与北京⼯业职业技术学院合作。该专业为建筑施⼯企
业、建筑⼯程预算编制单位培养具备从事建设⼯程招
标投标，编写各类⼯程估价（概预算）经济⽂件，进
⾏建设项⽬投资分析、造价确定与控制等⼯作基本技
能。咨询电话：65772221/65774111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公司、中交⼀局、中
交南⽅、华中北⽅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新兴建筑集团、中建⼀局（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北
京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住总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市政集团有限公司、中铁
集团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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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电
⼦商务
技术、财
经类

建筑⼯程造
价

400017：北京⾦隅
科技学校（P13-14
提前招⽣、P128
统⼀招⽣）

⼯程造价贯穿于⼯程建设的全过程，主要⼯作内容是
在建设的各个阶段计算⼯程造价，编制⼯程造价⽂件。
通过构建“学岗直通”⼈才培养模式，培养德技并修、
全⾯发展的“懂施⼯、精计量、擅计价、会管理”的⾼
端技能⼈才。咨询电话：⻢⽼师 18010127281 李⽼
师 13311329553

建筑⾏业对⼯程造价专业⼈才需求量较
⼤，造价岗位就业前景好、薪酬⾼、机
会⼴。我校⼯程造价专业与北京⼯业职
业技术学院进⾏“3+2”中⾼职衔接培
养，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单位包括
北京建⼯集团、北京建都设计院、中铁
建设集团、中联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中
⼤信⼯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等

智能安
全法务
类

智能安全法
务类(法律
事务<法院
书记员⽅向
>)

800006：北京⼯业
职业技术学院
（P78⻚统⼀招
⽣）

培养适应国家司法部⻔和企事业单位需求的⾼素质复
合型法律辅助⼈才。本专业坚持理论思维与技能训练
⼀体化、职业素养养成与学⽣可持续发展能⼒并重的
培养模式。
办公电话 51511554，移动电话 18601056916

主要就职于北京市⾼级⼈⺠法院、中级
⼈⺠法院和各县区⼈⺠法院做书记员和
审判辅助⼈员，收⼊较好，⼯作稳定。
另有部分毕业⽣任职公务员、律师事务
所律师助理及各企事业单位的法务等。

制造类、
珠宝⽟
⽯类

珠宝⽟⽯加
⼯与营销

400029：北京市商
业学校（P15提前
招⽣、P130统⼀
招⽣）

直升北京知名⾼职学院，可续读本科硕⼠研究⽣，在
校期间可考取珠宝鉴定国际证书，与菜百⾸饰、华夏
典当⾏等⾏业名企联合培养⾼端专业⼈才。咨询电话：
81765668、81765669

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单位有：北京
菜市⼝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典当⾏

卫⽣医
疗、⻝
品、制药
类、动物
医学类

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P12
提前招⽣、P127
统⼀招⽣)

具有 50多年的专业建设历史，是北京市职业院校创
新团队，拥有 2名博⼠、9名硕⼠，中级以上职称占
⽐ 88%。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合作，培养能够适应⾸
都市场经济和⻝品⾏业发展需要，掌握绿⾊⻝品标准
化⽣产、加⼯、检测、销售等专业知识和技能⼈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培养从事⻝品检验、品质控制等⽅⾯的
技术技能⼈才。拥有现代化⻝品检测实
训基地，与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PONY谱尼测试、国家粮⻝与物资储备
局科学研究院，三元⻝品股份有限公司、
艾丝碧⻄(巴黎⻉甜)⻝品有限公司、中
粮集团和京粮集团等多家知名企业深度
合作。升学转段通过率⾼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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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医
疗、⻝
品、制药
类、动物
医学类

护理

400024：北京海淀
区卫⽣学校（P14
提前招⽣、P129
统⼀招⽣）

62911806 13810648112

2019年毕业⽣对⼝就业率为 96.32%，
就业范围有：北京⼤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北⼤国际医院、北京⼤学第三医院、
北京⼤学⼈⺠医院等）、北京市卫⽣与
健康委员会⾪属的医院（⼉童医院、⽼
年医院、安定医院、友谊医院、地坛医
院等），各区⾪属区域医疗中⼼医院、
⼆级医院以及社区卫⽣服务机构等⼏⼗
家医疗机构。

400026：北京市昌
平卫⽣学校（P14
提前招⽣、P129
统⼀招⽣）

主要培养护理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具备较强的护理、
社区护理等岗位的实际⼯作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实践能⼒的⾼素质技能型护理⼈才。
69740737

转段测试合格后直接升⼊对⼝的北京城
市学院的护理专业。该专业为国家紧缺
⼈才，就业发展前景⾮常⼴阔，护理毕
业⽣供不应求。主要在各级医疗卫⽣、
医疗机构从事临床护理、社区护理、卫
⽣保健、康复护理、精神护理、⼉科护
理、护理管理等⼯作。

400026：北京市昌
平卫⽣学校（P14
提前招⽣、P129
统⼀招⽣）

具备⽼年社会⼯作、⽼年护理保健、⽼年服务管理等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年⽣活护理能
⼒、⽼年⼼理护理能⼒、⽼年康复保健能⼒和养⽼机
构经营与管理能⼒，具有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实践
能⼒的⾼技能、实⽤性⼈才。
69740737

三年中专学习护理专业，具备护理专业
基础知识及技能，转段测试合格后直接
升⼊对⼝的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的⽼
年服务与管理专业。该专业毕业⽣主要
在各类养⽼机构、社区养⽼服务单位、
⽼龄产业相关机构从事养⽼服务、社区
养⽼等⼯作。

康复技术

400026：北京市昌
平卫⽣学校（P14
提前招⽣、P129
统⼀招⽣）

⾯向基层医疗卫⽣机构、社区、残联及⺠政系统康复
机构，培养从事临床康复、社区康复和养⽼机构康复
⼯作的技能型、复合型⼈才。69740737

转段测试合格后直接升⼊对⼝的北京社
会管理职业学院的康复技术专业。就业
⽅向为卫⽣、⺠政、残联或教育系统基
层医疗机构康复医学科、康复医院（中
⼼）、养⽼院、福利院或其他康复机构，
从事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语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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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医
疗、⻝
品、制药
类、动物
医学类

中药

400026：北京市昌
平卫⽣学校（P14
提前招⽣、P129
统⼀招⽣）

培养具有中药制药、栽培、鉴定、药品营销以及中药
管理等⽅⾯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才。
69740737

转段测试合格后直接升⼊对⼝的北京城
市学院的中药专业。主要在医院和药店
从事药品调剂(临床合理⽤药)⼯作。在
相关中医药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健康养
⽣指导、中药新剂型制备与改造、药品
检验、中药鉴定、药品质量监督和检测
等⼯作。

护理
800008：北京京北
职业技术学院（P8
提前招⽣）

护理专业是卫健委备案专业，涉外护理专业是北京市
⾼职学校唯⼀；2018年学⽣护⼠执业资格考试通过率
100%，2019年我院学⽣获得全国护理技能⼤赛⼀等
奖，填补了北京地区的空⽩。 81%的学⽣就业在三级
甲等医院。89681662，公众号：京北招就办

北京⼤学⼈⺠医院、⾸都医科⼤学佑安
医院、⾸都医科⼤学潞河医院、⾸都医
科⼤学友谊医院、中医药⼤学东直⻔医
院等。

眼视光与配
镜

400029：北京市商
业学校（P15提前
招⽣、P130统⼀
招⽣）

北京市⻘少年近视防控⼈才唯⼀培养基地。⾏业顶级
专家助⼒专业建设，全球知名眼镜企业，北京著名国
企深度合作，专业教师 100%具有⾏业实践经验。学
⼀个专业掌握验光、定配、医疗康复等多项技能，职
业受尊重，收⼊前景好。咨询电话：81765668、
81765669

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单位有：北京
⼤明眼镜股份有限公司、睛姿商贸（上
海）有限公司、卡尔蔡司（⼴州）有限
公司

社区康复
（康复技
术）

800008：北京京北
职业技术学院（P8
提前招⽣、P78统
⼀招⽣）

本专业是北京市卫健委备案的专业，毕业后在相关⼯
作岗位⼯作⼀年后可考取康复师职业证书；毕业当年
考取健康管理师证书。89681662，公众号：京北招就
办

毕业后可在医院、康复中⼼、社区服务
中⼼、残联、特殊教育学校、福利机构、
运动队从事康复技术等服务和管理⼯
作。与美国东北州⽴⼤学、菲律宾亚洲
圣多⽶尼克学院签订合作关系，在校学
习成绩优秀者，优先推荐到该校继续本
科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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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
品质量监督
检验⽅向）

400030：北京商贸
学校（P16提前招
⽣、P131统⼀招
⽣）

北京市示范专业，也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发展示
范学校建设”的重点专业，实训设施⻬全，50%以上的
专业实操课程，注重学⽣技能的培养，依托⾸农⻝品
集团，实现“产教融合，校企共同育⼈”。
咨询电话：60221398/60223154

转段⾄北京城市学院京商学院（⻝品营
养与检测专业），现已有⼤专毕业⽣全
部就业升学。

卫⽣医
疗、⻝
品、制药
类、动物
医学类

宠物养护与
经营

400015：北京市园
林学校（P13提前
招⽣、P127-128
统⼀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具备从事宠物疾病诊疗、宠物护理、
宠物驯养、宠物美容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疾病诊断、
治疗操作、动物护理、美容与保健、宠物训练的专业
技能，适应动物医院前台、药房、处置室、化验室、
⼿术室、住院部、影像室、美容室以及宠物驯养等相
关岗位⼯作需要的⾼素质⾼技能的⼀线专业⼈才及宠
物医院中层管理⼈才。咨询电话：61359863、61359836

本专业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动物医学
（宠物医学）”专业对接，学习⼆年，成
绩合格后获得⼤专学历。

⽣物技术制
药

615001:北京市⼤
兴区第⼀职业学
校（P38提前招
⽣、 P152-153统
⼀招⽣）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品加⼯⼯
艺（⻝品⽣
物技术⽅
向）

400030：北京商贸
学校（P16提前招
⽣、P131统⼀招
⽣）

发展前景良好，符合⾸都国⻔安检⼝岸陆港安全检测
需要，实训设施⻬全，50%以上的专业实操课程，注
重学⽣技能的培养，依托⾸农⻝品集团，实现“产教融
合，校企共同育⼈”。招⽣电话：60221398/60223154

新开专业，与北京电⼦科技职业学院衔
接（⽣物产品检测检疫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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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类

幼⼉保育

608001：北京市信
息管理学校
（P33-34提前招
⽣）

学前教育专业是北京市⻣⼲特⾊专业，与北京城市学
院合作实⾏ 3+2中⾼职衔接。13681504587

职业发展⽅向为各级各类学前教育机构
如幼⼉园、亲⼦园等单位从事保教、培
训⼯作。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招
⽣、P146-147⻚统
⼀招⽣）

与北京汇佳职业学院中⾼职衔接。咨询电话：
67995816

除去升⼊⾼职院校之外都到各级各类幼
⼉园⼯作

400027：北京市对
外贸易学校
（P14-15提前招
⽣、P129-130统⼀
招⽣）

幼⼉保育专业紧跟⾏业⼈才发展需求，培养具有国际
先进教育理念的幼⼉教育专业⼈才，实习实训设施完
善，师资团队实⼒雄厚，课程设置融⼊国际先进幼⼉
教育理念。本专业对接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应⽤英
语（幼⼉双语⽅向）；咨询电话 84911933

毕业⽣就业⽅向为国际幼⼉园、双语幼
⼉园、少⼉英语机构的英语教师、培训
师、学习指导师等。毕业⽣就业机会多，
发展稳健。

400030：北京商贸
学校（P16提前招
⽣、P131统⼀招⽣）

在各级各类技能⼤赛中屡获佳绩，校企深度融合，学
⽣锻炼机会多，注重对学⽣开展教师职业道德与礼仪
教学。咨询电话：60221398/60223154

对接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
暂未有转段学⽣。

400029：北京市商
业学校（P15提前招
⽣、P130统⼀招⽣）

师资实⼒雄厚，与多家幼教机构合作办学。校内拥有
2300平⽶专业实训基地。“多岗实践，保教合⼀”职
业能⼒提升有保障。咨询电话：81765668、81765669

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单位有：航天
三院幼⼉园（北京航天华盛幼⼉园）、
北京昌平区苹果树幼⼉园、爱乐恩幼⼉
园

学前教育
800008：北京京北
职业技术学院（P8
提前招⽣）

在校期间参加“幼⼉园教师资格证”的全国统⼀考试，
实习单位以怀柔⼀级⼀类公办幼⼉园为主，辐射北京
各区。89681662，公众号：京北招就办

毕业⽣可在各类幼⼉园、早教机构、⼉
童艺术教育机构从事幼⼉教师⼯作，也
可在⼉童⽤品产业部⻔、教育⾏政部⻔
从事相关⼯作。学⽣在幼⼉教师资格证
考试、专升本考试、教育系统所属事业
单位招聘考试中均有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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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类 幼⼉保育

611002:房⼭职业学
校(P35提前招⽣，
P150统⼀招⽣，
P219宣传⻚)

学前教育专业成⽴于 1993年，是区级⻣⼲专业，优
秀创新团队，建⽴了 41所实习基地幼⼉园，现与北
京城市学院 3+2联合办学。咨询电话：69323705

就职于北京市第⼀、第三、第五幼⼉园，
东城区卫⽣局三幼、海淀区政府机关幼
⼉园及各区县公办幼⼉园，均具有事业
编制。

612001：北京新城职
业学校（P35提前
招⽣、P150统⼀招
⽣）

与北京⻘年政治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汇佳
职业学院 3+2中⾼职衔接，除基础知识外，开设钢
琴、舞蹈、声乐、美术、⼿⼯、教育学⼼理学等专业
课程，并有丰富的社团活动。可关注北京新城职业学
校公众号具体了解，咨询电话：
61533967,19801066971。

就业率 98%以上，就业单位有：北京⾦
⾊摇篮幼⼉园、瑞丁国际幼⼉园、梨园
中⼼幼⼉园等，⼆⼗⼀世纪幼⼉园、、
⻘草地艺术幼⼉园、聪明树早教中⼼、
如意中⼼幼⼉园、祥和幼⼉园等。学⽣
专业技能扎实，在⽤⼈单位⼴受好评。

602006：北京市⻄
城职业学校（P30
提前招⽣、P144统
⼀招⽣）

我校⾃ 1980年起开办学前教育专业，办学 40年中，
培养了⼤批⾼素质幼⼉园教师。⾃ 2014年起，学前
教育专业采取 3+2衔接模式，联合⾼校对接培养⾼
素质毕业⽣。与北京⻘年政治学院、北京汇佳职业学
院的 3+2衔接⼈才培养模式，均获北京市教委批准
备案。学校理念先进，师资强⼤，教学多元化选择。
电话：66169904

学⽣全部升学

629001 北京市延
庆区第⼀职业学校
（P39-40提前招
⽣、P154-155统⼀
招⽣）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发展示范学校重点建设专业，
国际合作办学专业。⾯向⾼等院校输送掌握专业基础
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优质中职校毕业⽣。咨询电
话:13601225735

2019年就业率 100%。第⼀，⾼考升学：
北京联合⼤学英语专业（本科）、⾸都体
育学院运动训练系（本科）、北京⻘年政
治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等。第⼆，
国际合作办学（3+3）：⻢来⻄亚世纪⼤
学本科，中国教育部承认学历；第三，
“3+2”中⾼职衔接办学：北京汇佳职业
学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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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类 幼⼉保育

605002：北京市求
实职业学校（P31
提前招⽣、P145统
⼀招⽣）

学前教育专业成⽴于 1982年，是北京市 早开办的
专业之⼀。专业办学历史悠久，逐渐形成了富有特⾊
的课程体系和⼈才培养模式。2014年被任命为北京
市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校，负责引领全市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改⾰及教学
⼯作。学前教育专业于 2012年和 2016年分别与汇佳
职业学院和北京⻘年政治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合作
“3+2中⾼职衔接班”，为专业的提升和发展提供了更
⼴阔的空间。联系电话： 64425639

从事保育员、亲⼦教师、幼⼉园教师及
教辅等岗位(各级各类幼⼉园、早教机
构)，主要就业单位：⻄坝河三幼、朝花
幼⼉园等。

615001:北京市⼤兴
区第⼀职业学校
（P38提前招⽣、
P152-153统⼀招
⽣）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体育类

电⼦竞技运
动与管理

800008：北京京北
职业技术学院（P8
提前招⽣、P78统⼀
招⽣）

实施“企业⾏为模式”项⽬化教学；由举办“完整⼤型
赛事”为核⼼贯穿培养计划。从⼊学（⼊职）到部⻔
轮岗以及实战演练等，全⾯锻炼与培养学⽣综合能⼒
与素养。89681662，公众号：京北招就办

本专业⽬前已与完美世界签订框架性合
作协议，学⽣毕业前通过完美世界选拔
和考核之后，可进⼊完美世界投身你所
喜爱的电竞⾏业。

休闲体育服
务（电⼦竞
技运动与管
理）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21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具有⼀定电⼦竞技运动与管理基础知识，能够从
事电⼦竞技⽐赛⽅案规划与执⾏，电⼦竞技赛事主持
与解说以及电竞衍⽣品开发与营销等职业或岗位的
⾼素质技能型⼈才。服务分院：67223024

北京完美世界有限公司、腾讯游戏等电
⼦竞技平台。

交通类 航空服务

608001北京市信息
管理学校（P33-34
提前招⽣、
P147-148统⼀招
⽣）

开展“阶梯式培养，⾼质量输送”的⼈才培养模式，
3+2对⼝升⼊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空中乘务专业学习，
⾼职阶段与北京⼴慧⾦通公司实施校企合作培养，为
学⽣提供机场、⺠航运输等相关企业实习、就业的机
会。18610433852

通过转段测试合格后直接升⼊对⼝的北
京财贸职业学院空中乘务专业就读。⾼
职就业对接北京两⼤机场和国内各⼤航
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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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类 航空服务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招
⽣、P146-147⻚统
⼀招⽣）

与北京汇佳职业学院合作“3+2”中⾼职衔接
咨询电话 87252562

2019年除去升⼊⾼职院校之外都到北
京国际机场和⼤兴国际机场地勤⼯作和
企事业单位⾏政服务岗位。

605002：北京市求
实职业学校（P31
提前招⽣、P145统
⼀招⽣）

培养⽅向为空中乘务、⾼端旅客服务。学校内建设了
波⾳ 737-800型⻜机模拟客舱实训室和空客 320型
⻜机舱⻔训练器，可对学⽣进⾏客舱服务和机上应急
的实操培训。航空服务专业与北京市财贸职业学院实
⾏“3+2”中⾼职衔接合作办学。联系电话：64501882

毕业⽣主要⾯向国内外航空公司、机场
等⺠航相关企业，从事⺠航空中乘务、
贵宾室服务或⾼端旅客服务等⼯作。主
要就业单位：南⽅航空、海南航空、⾸
都航空、北京联合航空、中航设备、BGS
（北京航空地⾯服务有限公司）等。

500020：北京市经
贸⾼级技术学校
（P27提前招⽣、
P141-142统⼀招⽣)

培养从事空中乘务员、空中安全员、值机员、⺠航售
票员、机场问询员等职位的服务⼯作⼈员。涉及乘务
员岗位群、地⾯服务岗位群、后勤服务岗位及空港服
务岗位群。电话：89346368

航空服务专业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国际商务专业（航空服务⽅向）衔接
“3+2”模式实验班。

400027：北京市对
外贸易学校
（P14-15提前招
⽣、P129-130统⼀
招⽣）

航空服务专业依托⾏业，校企共育，与多家航空服务
公司建⽴合作关系，双师教学，按岗位需求培养。实
训设施先进，注重打造学⽣职业素养和扎实过硬的专
业技能；参加历年职业技能⼤赛，成绩优异；咨询电
话 84911933

航空服务专业与北京城市学院 3+2对
接，就业⽅向为各航空公司空乘、机场
地勤（含贵宾服务、值机、安检、票务
等岗位）、其他服务类型岗位（如商务礼
仪、会议服务等），就业前景⼴阔。

400040：北京市振
华旅游学校（P17提
前招⽣、P132⻚统
⼀招⽣）

与北京汇佳职业学院“3+2”中⾼职衔接。本专业⾯向
航空公司、机场，培养航空服务⾏业⼀线从事空中乘
务、值机、安检、VIP 要客服务、机场问询、⺠航售
票、机场商贸等岗位⼯作⼈员，就业岗位涵盖⺠航客
运、货运⼯作流程各环节。就业率 99%以上。咨询
电话 87252562

⽬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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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类

航空服务
（空港地⾯
服务⽅向）

400030：北京商贸
学校（P16提前招
⽣、P131统⼀招⽣）

⼈才需求旺盛，名校强强联合，就业前景⼴阔，赛教
紧密融合，实训设施⻬全，注重学⽣技能培养，实训
课程贯穿学习的始终，实现传统⽂化与现代礼仪的有
效结合。招⽣电话：60221398/60223154

全部转段⾄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空中乘
务专业）

航空服务
（空港地勤
⽅向）

615001:北京市⼤兴
区第⼀职业学校
（P38提前招⽣、
P152-153统⼀招
⽣）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航空物流服
务与管理

400029：北京市商
业学校（P15提前招
⽣、P130统⼀招⽣）

采⽤德国胡格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的学习能⼒；
⾯向⾸都机场、⼤兴机场培养航空物流⼈才；服务北
京市“国际交往中⼼”定位。咨询电话：81765668、
81765669

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单位有：上海
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外运物
流华北有限公司

⺠航运输

605002：北京市求
实职业学校（P31
提前招⽣、P145统
⼀招⽣）

培养⽅向为⺠航地⾯服务。掌握⺠航客票销售、值机
服务、特殊旅客服务、安全检查、⺠航货物运输等技
能。学校建设了客票销售实训室、模拟航空港实训室，
贵宾休息室实训室，拥有国内⼀流的实训设备。与北
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实⾏“3+2”中⾼职衔接合作办
学。联系电话：64501882

学⽣取得⼤专学历后，可在⺠航领域从
事⺠航客票销售、问询、⾏李查询、⾏
李托运、值机服务、离岗服务、特殊旅
客服务、安全检查、⺠航商贸、航空⻝
品配餐、⺠航货物运输、货运代理等⼯
作。主要就业单位：南⽅航空、海南航
空、⾸都航空、北京联合航空、中航设
备、BGS（北京航空地⾯服务有限公司）
等。

⺠航运输服
务

400027：北京市对
外贸易学校
（P14-15提前招
⽣、P129-130统⼀
招⽣）

我校⺠航运输服务专业依托⾏业，校企共育，与多家
航空服务公司建⽴合作关系，双师教学，按岗位需求
培养。实训设施先进，注重打造学⽣职业素养和扎实
过硬的专业技能；参加历年职业技能⼤赛，成绩优异；
咨询电话 84911933

⺠航运输服务专业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
学院 3+2对接。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与北京航服集团开展深度校企合作，毕
业⽣可到空乘、机场地勤、临空经济区
从事航空服务、对外交流、国际贸易及
物流等相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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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类

⻜机机电设
备维修

400017：北京⾦隅
科技学校（P13-14
提前招⽣、P128统
⼀招⽣）

与北京电⼦科技职业学院衔接，主要⾯向国航、海航、
南航等国内航空公司及⾸都 机场和⼤兴国际机场；
培养从事⺠⽤运输和通⽤航空⻜机的检查、保养、维
修及管理等⼯作的⾼技能⼈才。咨询电话：陈⽼师
13661208561

主要就业单位：⾸都机场、北京⼤兴国
际机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海航航空、
南⽅航空、河北航空、北京⻜机维修⼯
程有限公司

⻜机维修

500003：北京市仪
器仪表⾼级技⼯学
校（P21提前招⽣、
P135统⼀招⽣）

本专业培养从事航线维护、⻜机定检修理、部件修理
等⼯作的⾼素质技术技能型⼈才。专业课程体系对接
⺠航执照体系；教学设备先进，真实波⾳⻜机作为实
训平台。联系电话：18911121890、13426161870

与北京电⼦科技职业学院⻜机机电设备
维修对接，培养的学⽣服务于北京新机
场、京津冀地区⺠航及航空维修等企业，
就业⾯向机务维修、机场航空公司勤务、
航空航天部件⽣产维修等岗位，学校与
国航、东航等公司建⽴了紧密合作关系。

城市轨道交
通⻋辆运⽤
与检修

605005：北京市电
⽓⼯程学校（P32
提前招⽣、P146统
⼀招⽣）

3+2对接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向城市轨道交通
⾏业企业，培养从事轨道列⻋操纵、运⽤管理和列⻋
检修等相关⼯作的⾼素质技术技能⼈才。咨询电话：
64312167、13521228757（赵⽼师）

⾯向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京
港地铁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
限公司，从事城轨电动列⻋、铁路机⻋
和轨道⻋驾驶与检修⼯作。

城市轨道交
通信号运维

605005：北京市电
⽓⼯程学校（P32
提前招⽣、P146统
⼀招⽣）

3+2对接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培养从事城市轨道
信号设备、交通控制中⼼、列⻋⻋载信号系统维护与
保养⼯作的⾼素质技术技能⼈才。咨询电话：
64312167、13521228757（赵⽼师）

⾯向北京地铁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公
司、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铁
路信号⽣产制造企业，从事信号运⾏和
信号设备的调试、维护和轨道交通调度
⼯作。（男⼥兼收）

城市轨道交
通⻋辆运⽤
与检修

605005：北京市电
⽓⼯程学校（P32
提前招⽣、P146统
⼀招⽣）

3+2对接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向城市轨道交通
⾏业企业，培养从事轨道列⻋操纵、运⽤管理和列⻋
检修等相关⼯作的⾼素质技术技能⼈才。咨询电话：
64312167、13521228757（赵⽼师）

⾯向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京
港地铁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
限公司，从事城轨电动列⻋、铁路机⻋
和轨道⻋驾驶与检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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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类

城市轨道交
通信号维护

605005：北京市电
⽓⼯程学校（P32
提前招⽣）

3+2对接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培养从事城市轨道
信号设备、交通控制中⼼、列⻋⻋载信号系统维护与
保养⼯作的⾼素质技术技能⼈才。咨询电话：
64312167、13521228757（赵⽼师）

⾯向北京地铁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公
司、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铁
路信号⽣产制造企业，从事信号运⾏和
信号设备的调试、维护和轨道交通调度
⼯作。（男⼥兼收）

城市轨道交
通⻋辆运⽤
与检修

500003：北京市仪
器仪表⾼级技⼯学
校（P21提前招⽣、
P135统⼀招⽣）

与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专
业对接，搭建 3+2中⾼职培衔接⼈才养平台。培养
掌握城市轨道交通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从事城市轨
道交通机电设备运营、维护、管理和技术改造等⾼端
技术技能型⼈才。联系电话：13366870286、
13426161870

毕业⽣通过双向选择到北京地铁有限公
司、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北京市轨
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等国企及⼤型
合资企业⼯作。

400051：北京铁路
电⽓化学校(P18-19
提前招⽣ P132-133
统⼀招⽣）

对接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向城市轨道交通⾏业
企业，培养从事轨道列⻋操纵、运⽤管理和列⻋检修
等相关⼯作的⾼素质技术技能⼈才。是北京市⻣⼲特
⾊专业、国家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具有国际先进的
六⾃由度运动平台的铁路动⻋组司机实训系统、地铁
⻋辆电⽓与机械检修、北京地铁新型⻋辆司机驾驶实
训基地，是北京市特⾊⾼⽔平⻣⼲专业（群）建设专
业。咨询电话：69779414、60797798-8027

⾯向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京
港地铁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
限公司，从事城轨电动列⻋、铁路机⻋
和轨道⻋驾驶与检修⼯作。

400012：北京市⾃
动化⼯程学校（P11
提前招⽣、P126统
⼀招⽣）。

培养轨道交通⻋辆运⽤与检修⼈员，能在轨道交通⻋
辆驾驶岗位从事列⻋驾驶、⻋辆维护、系统检修、技
术检测、运⾏控制等⼯作，掌握列⻋⽹络控制、传感
器检测技术等核⼼技能型专⻔⼈才。电话：
64858001、⼿机：13691241158

毕业⽣ 100%升⼊⾼职学习。毕业⽣主
要⾯向：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
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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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
通供电

400051：北京铁路
电⽓化学校(P18-19
提前招⽣ P132-133
统⼀招⽣）

对接北京⼯业职业技术学院。⾯向城市轨道交通⾏业
企业，培养从事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运⾏维护、设
备检修和故障处理等相关⼯作的⾼素质技术技能⼈
才。是国家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北京市特⾊⾼⽔平
⻣⼲专业（群）建设专业。拥有集“训、赛、研、产”
于⼀体，功能完善的实训教学基地，开展理实⼀体化
教学、培训以及专业技能鉴定。咨询电话：69779414、
60797798-8027

⾯向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运⾏、维护和施
⼯等部⻔，从事供电系统运⾏维护、设
备检修和故障处理等相关⼯作。

城市轨道交
通信号维护

400051：北京铁路
电⽓化学校(P18-19
提前招⽣ P132-133
统⼀招⽣）

对接北京⼯业职业技术学院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向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和通信信号科研单位，培
养从事城市轨道信号设备、交通控制中⼼、列⻋⻋载
信号系统维护与保养⼯作的⾼素质技术技能⼈才。拥
有⾏⻋信号系统实训室、转辙机与信号设备实训室、
城轨交通⻋站信号实训室。订单教育和职⼯培训经验
丰富，是北京市特⾊⾼⽔平⻣⼲专业（群）建设专业。
咨询电话：69779414、60797798-8027

⾯向北京地铁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公
司、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铁
路信号⽣产制造企业，从事信号运⾏和
信号设备的施⼯、调试、检修、维护、
保养及⼀般性技术管理⼯作。

400012：北京市⾃
动化⼯程学校（P11
提前招⽣、P126统
⼀招⽣）

⾯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通号设备检修专业，培养
通信、信号、AFC设备维护等领域⼀线信号⼯，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专业核⼼技能，全⾯发展的
⾼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才。电话：64858001、⼿
机：13691241158

2019年毕业⽣ 100%升⼊⾼职学习。毕
业⽣主要⾯向：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

400051：北京铁路
电⽓化学校(P18-19
提前招⽣ P132-133
统⼀招⽣）

对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向轨道交通⾏业企
业，培养从事轨道交通运营组织、轨道交通客运服务、
轨道交通电动列⻋检修、⻋站机电设备维修等相关⼯
作的⾼素质技术技能⼈才。学⽣转段率⾼、毕业⾯向
宽、社会认可度⾼，是北京市特⾊⾼⽔平⻣⼲专业
（群）建设专业。咨询电话：69779414、
60797798-8027

⾯向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京
港地铁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
有限公司等企业，从事轨道交通列⻋检
修、轨道交通运营组织、轨道交通客运
服务、机电设备维修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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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类

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服务

400029：北京市商
业学校（P15提前招
⽣、P130统⼀招⽣）

聚焦⾸都⼈才培养定位，服务京津冀打造⾼素质交通
服务⼈才。校内建有 1200平⽶国际⼀流的实训基地。
校企合作 100%订单培养+中⾼衔接升学有路+准⼤
型国企就业+⾼待遇稳定。咨询电话：81765668、
81765669

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单位有：北京
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北
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

400027：北京市对
外贸易学校
（P14-15提前招
⽣、P129统⼀招⽣）

我校是北京地铁公司订单校，是北京地铁客运服务⼈
才培养基地。本专业实训设施完备，建有理实⼀体化
教学中⼼，由地铁公司全程指导，定期举办企业⽂化、
岗位技能等讲座，模块化课程，实地双导师教学，与
⼯作岗位⽆缝对接。咨询电话 8491193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专业与北京交通
运输职业学院 3+2对接。北京交通运输
职业学院与北京地铁、京港地铁开展订
单合作，为地铁公司定向培养⼈才。历
年来毕业⽣通过地铁公司校招、社招等
顺利进⼊北京地铁、京港地铁等单位⼯
作。

400012：北京市⾃
动化⼯程学校（P11
提前招⽣、P126统
⼀招⽣）

本专业培养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站务管理⼈员，能
够在轨道交通⻋站运营⽣产⼀线岗位从事客流组织、
⾏⻋组织、票务组织、客运服务、⻋站管理等，具备
职业核⼼技能,良好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的应⽤技能
型专⻔⼈才。电话：64858001、⼿机：13691241158

此专业为 3+2中⾼职衔接专业，2019年
毕业⽣ 100%升⼊⾼职学习。毕业⽣主
要⾯向：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
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

铁道运输服
务

400030：北京商贸
学校（P16提前招
⽣、P131统⼀招⽣）

专业基础雄厚，“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发展示范学
校建设”的重点专业，实训设施⻬全，校内设有多个
专业实训室，满⾜授课需求，专业技能应⽤于通信、
轨道交通等⾏业，⾏业需求旺盛，发展潜⼒⼤。招⽣
电话：60221398/60223154

转段⾄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通信系
统运⾏管理专业）

608001北京市信息
管理学校（P33-34
提前招⽣、
P147-148统⼀招
⽣）

本专业是北京⻄站、北京南站授予的“铁路⼈才培养
基地”。3+2对⼝升⼊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交通⼯
程系学习，⾼职阶段与北京地铁通号公司实施订单培
养，为学⽣提供铁路及地铁相关企业对⼝实习、就业
的机会。18610433852

中职阶段培养从事⻋站客运、售票服务
等领域⾼素质服务型⼈才。2019年北京
籍铁道运输管理专业学⽣均通过北京市
单考单招升⼊⾼职。今年本专业对接北
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城市轨道交通通信
信号技术专业（运营与管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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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类

轨道交通机
电设备安装
与维修

400017：北京⾦隅
科技学校（P13-14
提前招⽣、P128统
⼀招⽣）

与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3+2中⾼职衔接，⾼职专
业是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本专业毕业⽣⾯向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公司、建设公司和设备提供商等企业；培养
从事城市及轨道交通相关服务及管理、设备安装、运
⾏维护与保障等⼯作的⾼技能⼈才。咨询电话：陈⽼
师 13661208561

毕业⽣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单位：
北京地铁调度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北京地铁⻋辆
装备有限公司、北京地铁公司

电⼒机⻋运
⽤与检修

400051：北京铁路
电⽓化学校(P18-19
提前招⽣，
P132-133统⼀招
⽣）

对接北京⼯业职业技术学院。⾯向铁路⾏业、城市轨
道交通⾏业企业，培养从事铁路机⻋运⽤、城际铁路
列⻋驾驶和城市轨道交通⻋辆驾驶与检修等⾼素质
技术技能⼈才。是北京市⻣⼲特⾊专业，国家铁路机
⻋司机培训基地，北京市职业院校“中铁天佑⼯程师
学院”项⽬重点专业，承担中铁北京局集团公司铁路
提职司机培训、新定职机⻋副司机专业补强培训，专
业教学实⼒雄厚。咨询电话：69779414、
60797798-8027

⾯向国家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企业和机⻋⻋辆装备维修制造企
业，从事铁路机⻋、城际铁路列⻋驾驶、
机⻋⻋辆运⽤管理、⻋辆检修与维护、
技术管理等⼯作。

电⽓化铁道
供电

400051：北京铁路
电⽓化学校(P18-19
提前招⽣,P132-133
统⼀招⽣）

对接北京⼯业职业技术学院，培养从事铁路电⼒设备
设施（变电、配电、供电）和接触⽹设备设施的运⾏、
维护、检修、应急处置与技术管理与技术改造⼯作的
⾼素质技术技能复合型专业⼈才。咨询电话：
69779414、60797798-8027

⾯向国家铁路、地⽅铁路、铁路供电⼯
程建设、北京⾃来⽔公司、中国航天科
技研究院、新能源发电⼚、⼤兴国际机
场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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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类

机电技术应
⽤

400051：北京铁路
电⽓化学校(P18-19
提前招⽣，
P132-133统⼀招
⽣）

对接北京⼯业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向（1）⾯向新能源汽⻋⽣产企业、售后技术
服务企业和相关配套企业，培养从事新能源汽⻋的装
配与调试、性能检测、维护检修、技术管理等⼯作的
⾼素质技术技能⼈才。
专业⽅向（2）⾯向航空业，培养从事⻜机⽇常维护
保养、故障检测排除及技术管理等相关⼯作的⾼素质
技术技能⼈才。咨询电话：69779414、60797798-8027

专业（1）⾯向新能源汽⻋⽣产、售后技
术服务和相关配套企业，从事汽⻋机电
维修、动⼒电池维护检修、汽⻋营销、
汽⻋电⽓装配、汽⻋安全检测、充电站、
充电桩技术等⼯作。
专业（2）⾯向北京⻜机维修公司、海南
航空公司等订单企业和中国航天集团、
博世⼒⼠乐公司、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
有限公司等知名外企、央企，从事⻜机
等典型智能机电⼀体化设备设计研发、
维护维修和现场管理等⼯作。

⻜机设备维
修

605002：北京市求
实职业学校（P31
提前招⽣、P145统
⼀招⽣）

本专业培养⽅向为⺠航设备维护，⺠航设备维护、技
术管理等。学校具有⻜机维修实训基地，加强学⽣动
⼿操作能⼒，培养学⽣具备从事航空器维修等岗位群
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定的⻜机维修与维护的业务
流程、技能和⽅法。⻜机维修专业与北京电⼦科技职
业学院实⾏“3+2”中⾼职衔接合作办学。联系电话：
64501882

学⽣学业合格，取得⼤专学历后，可从
事⺠航各航空公司、机场及航站，航线
维护的航前、航后、短停时的⻜机机体
检查、维护、勤务等⼯作。主要就业单
位：中航设备、BGS（北京航空地⾯服
务有限公司）等。

汽⻋运⽤与
维修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招
⽣、P146-147⻚统
⼀招⽣）

与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中⾼职衔接与北京现代集
团校企深度合作。咨询电话：67634859

2019年除去升⼊⾼职院校之外都到北
京现代各 4S⻔店⼯作

629001 北京市延
庆区第⼀职业学校
（P40提前招⽣、
P154-155统⼀招
⽣）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发展示范学校重点建设专业。
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为规范，掌握汽⻋维修
职业岗位群必备专业理论和实操技能，具备沟通与表
达能⼒，牢固的⽣产安全意识的合格毕业⽣。咨询电
话:13601225735

2019年就业率 98%。就业：⾯向北京现
代、德奥达等从事汽⻋钣⾦涂装、⻋辆
检测以及汽⻋销售、汽⻋维修服务顾问
等或⾃主创业。⾼考升学：北京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北京⼯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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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类

汽⻋运⽤与
维修（新能
源技术⽅
向）

400029：北京市商
业学校（P15提前招
⽣、P130统⼀招⽣）

紧跟汽⻋技术变⾰步伐，迈进新能源汽⻋⾏列，成就
创新型性汽修⼈才。携⼿业界名企名校，带你遨游技
术的海洋，铸就现代汽修职业路。⼀对⼀学徒制+企
业顶岗实践+职业资格证书。咨询电话：81765668、
81765669

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单位有：北京
祥⻰博瑞汽⻋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机操控
与维护（⽆
⼈机航拍⽅
向）

400051：北京铁路
电⽓化学校(P18-19
提前招⽣ P132-133
统⼀招⽣）

对接北京⼯业职业技术学院。⾯向⾸都和京津冀的影
视传媒、城市安全、智能测绘等⾏业，培养从事⽆⼈
机航⻜、航拍、航测、⼯程测量、控制测量、数字摄
影测量、资源环境遥感应⽤的⾼端技术技能⼈才。咨
询电话：69779414、60797798-8027

⾯向影视传媒、智能测绘、国⼟规划、
交通⽔利、环境⽣态等领域的企事业单
位，从事影视航拍、航空摄影、环境监
测、交通管理、城市规划等相关管理与
应⽤⼯作。

⽆⼈机操控
与维护

629001 北京市延
庆区第⼀职业学校
（P39-40提前招
⽣、P154-155统⼀
招⽣）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发展，掌握⽆⼈机操控
与维护专业岗位群必备的专业理论和⽆⼈机操控、维
护维修实操技能的现代技能型⼈才。咨询电
话:13601225735

2020年新增专业。第⼀，⾯向⾼等院校
输送毕业⽣；第⼆，⾯向相关企事业单
位从事⽆⼈机装配、⽆⼈机修理、⽆⼈
机应⽤、⽆⼈机操控等⼯作。

物流服务与
管理

615001:北京市⼤兴
区第⼀职业学校
（P38提前招⽣、
P152-153统⼀招
⽣）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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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类

涉及城市轨
道交通通信
信号技术、
机电技术、
供配电技术
和⼯程技术
等 4个专业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
学院：800010（统
⼀招⽣ P78）

开设专业有：0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02城市轨
道交通⻋辆技术（男）、03城市轨道交通⼯程技术
（男）、04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05城市轨道交
通通信信号技术、06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07
汽⻋运⽤与维修技术（汽⻋服务与管理）、08汽⻋
检测与维修技术（汽⻋机电⼀体化）、09新能源汽
⻋技术（⾼端新能源智能汽⻋）、10汽⻋智能技术、
11汽⻋⻋身维修技术（戴姆勒奔驰铸星教育项⽬）、
12汽⻋营销与服务（戴姆勒奔驰铸星教育项⽬）、13
⽹络营销（全媒体运营）、14智能交通技术运⽤（交
通运⾏监测与⼤数据应⽤）、15⺠航运输（空中乘
务与空港服务）、16航空物流（国际物流）、17道
路桥梁⼯程技术（市政路桥⽅向）、18道路运输与
路政管理（路政监察）
咨询电话：010-69204968、010-69232401

我院的优势之⼀是订单式培养，与北京
市交通⾏业⼤型国有集团公司（公交集
团、地铁公司、⾸发集团、轨道建管公
司、祥⻰集团、市政路桥集团、酷⻋⼩
镇、京东集团、建⼯集团、住总集团等）
及世界知名企业（德国戴姆勒集团、⼤
众公司、保时捷公司、⽇本丰⽥公司、
上汽通⽤、特斯拉汽⻋、环球度假区等）
深度开展校企合作，采⽤订单式培养模
式，毕业⽣实现本专业⾼对⼝就业率和
⾼待遇。我院坚持“双⾼⼀可”就业⽬标，
连续多年就业率达 99%以上。

计算机、
⽹络类

计算机⽹络
技术

608001：北京市信
息管理学校（P33
提前招⽣、P147统
⼀招⽣）

北京市⾸批特⾊⾼⽔平⻣⼲专业（群）。专业底蕴深
厚，先后和知名 IT 企业合作建⽴了华为、锐捷、神
州数码⽹络实训室。专业带头⼈是北京市职教名师、
北京市⻣⼲教师。在全国技能⼤赛累计获得 6个⼀等
奖，奖牌数全国第⼀。师⽣曾参与⾸都航站楼、新华
社新闻⼤厦⽹络项⽬。18610015660

转段测试合格后直接升⼊对⼝的北京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云计算技术应⽤》专
业

⽹络信息安
全

608001：北京市信
息管理学校（P33
提前招⽣、P147统
⼀招⽣）

北京 早建⽴⽹络安全专业的中职学校，牵头全国中
职⽹络信息安全专业教学标准制定，与 360、天融信、
神州泰岳、中科软等众多企业建⽴的密切合作关系，
校内建设有攻防⼀体的⽹络安全实训室，专业带头⼈
是北京市职教名师。18610015660

转段测试合格后直接升⼊对⼝的北京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安全与管理》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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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络类

物联⽹技术
应⽤

608001：北京市信
息管理学校（P33
提前招⽣、P147统
⼀招⽣）

建设有北京市⾸批⼯程师学院新⼤陆物联⽹⼯程师
学院，校内建设有集互动体验、情景智能、创新研发
于⼀体的实训基地。成⽴专业⼯作室，学⽣代表北京
市连续两荣获全国技能⼤赛⼀等奖。专业带头⼈是北
京市学科带头⼈。18610015660

转段测试合格后直接升⼊对⼝的北京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物联⽹应⽤技术》专
业，⾼职与中国航天集团深度合作，合
格毕业⽣推荐进⼊中国航天集团⼯作。

⽹站建设与
管理

608001：北京市信
息管理学校（P33
提前招⽣、P147统
⼀招⽣）

教育⾸批web 前端开发 1+X 试点专业，课程体系既
有前端UI 设计⼜有程序开发，并融⼊创新创业理念，
学⽣在北京市乃⾄全国⽹⻚设计、微⽹站开发、创新
创业等⽐赛中多次荣获⼀等奖。校内建有⻜翔⽹站⼯
作室，承接实际项⽬，提升专业能⼒。18610015660

转段测试合格后直接升⼊对⼝的北京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移动应⽤开发》专业，
该专业⾼职与联想合作办学，联想⼯程
师及学校教师共同授课。毕业后可进⼊
联想及联想⽣态企业。

互联⽹IT服
务

400029：北京市商
业学校（P15提前招
⽣、P130统⼀招⽣）

专注校企合作，技术过硬；技能⼤赛，屡获佳绩；1+X
证书培养模式，培养 IT 达⼈。契合⾸都科技中⼼⼈
才定位，名企⾼新，就业起点。咨询电话：81765668、
81765669

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单位有：北京
华誉维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阳光⾬露
信息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神
州数码科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计算机⽹络
技术

400031：北京市供
销学校（P17提前招
⽣、P132统⼀招⽣）

主要培养具有⼀定理论基础、具有多种专业技能、注
重实践能⼒的 IT 技术⼈员。电话：60222458

北京市供销学校计算机⽹络专业与北京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衔接“3+2”卫⽣信息
管理专业模式实验班。

计算机⽹络
技术、计算
机应⽤

629001 北京市延
庆区第⼀职业学校
（P40提前招⽣、
P155统⼀招⽣）

⾯向⾼等院校培养输送具有⽹络⽅案设计与实施、系
统组建安装、配置运⾏、管理中型路由和交换⽹络能
⼒，以及平⾯设计、⽹⻚设计与制作、影视后期编辑
实操技能的毕业⽣。咨询电话:13601225735

2019年就业率 98%。⾼考升学：北京联
合⼤学（本科）、北京⻘年政治学院、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城市学院
等；国际合作办学（3+3）：⻢来⻄亚
世纪⼤学本科，中国教育部承认学历；
就业：⾯向 IT 应⽤领域，从事⽹络组建、
设备安装调试、⽹络系统与管理；以及
相关企业事业单位，从事计算机相关领
域平⾯设计、影视后期制作等⼯作或⾃
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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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络类

计算机⽹络
技术

605002：北京市求
实职业学校（P31
提前招⽣、P145统
⼀招⽣）

计算机⽹络技术专业是国家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学
校与著名 IT 企业：神州数码⽹络公司深度合作，并
签订共同培养协议书；引进企业真实项⽬作为教学案
例，学岗对接，学⽣对⼝就业。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合作“3+2中⾼职衔接班”。联系电话：64912554

各类中⼩型企、事业单位从事计算机维
修、⽹络⼯程建设、⽹络⼯程售后⽀持、
⽹络管理、数据恢复、前端开发程序员、
移动应⽤开发程序员、运维⼯程师、IT
销售⼯程师、软件测试员等岗位。主要
就业单位：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北京中科磐云科技有限公司
等。

⼤数据技术
应⽤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招
⽣、P146-147⻚统
⼀招⽣）

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3+2”中⾼职衔接；专业⾯
向⾸都信息产业、服务类企业，培养掌握⼤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和展示等相关技术；具备处理复杂数据流、
整合趋势报告的能⼒，能利⽤ 新的技术进⾏数据采
集、处理、存储、分析、预测和展示的⼯作技能，从
⽽协助企业决策者制定合适的技术线路线或者业务
发展蓝图的⾼素质⾼技能⼈才。咨询电话 87252562

⽬前⽆毕业⽣

计算机及应
⽤

615001:北京市⼤兴
区第⼀职业学校
（P38提前招⽣、
P152-153统⼀招
⽣）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计算机⽹络
技术

615001:北京市⼤兴
区第⼀职业学校
（P38提前招、P
152-153统⼀招⽣）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计算机、
⽹络类

⼈⼯智能技
术与应⽤

615001:北京市⼤兴
区第⼀职业学校
（P38提前招⽣、
P152-153统⼀招
⽣）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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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数
码设备维修

400017：北京⾦隅
科技学校（P13-14
提前招⽣、P128统
⼀招⽣）

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络技术”实施
3+2中⾼职衔办学。主要⾯向信息化领域技术、管理
服务第⼀线，培养具备计算机与数码硬件维护、软件
应⽤等核⼼职业能⼒，具有专业知识结构、创业意识
和创业能⼒的⾼级技术⼈才。咨询电话：管⽼师
13716070739

博彦科技、联想集团、北京众诚天合科
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就业，就业率 98%.

软件与信息
服务（⽆此
专业）

605005：北京市电
⽓⼯程学校（P32
提前招⽣、P146统
⼀招⽣）

3+2对接北京⻘年政治学院。培养云计算平台的运
维、平⾯⼴告设计、⽹站建设、⽹⻚设计、动漫制作、
⼤数据分析等技术型⼈才。咨询电话：64312167、
13521228757（赵⽼师）

⾯向北京 360公司、联想集团、清华同
⽅、神州数码等公司从事平⾯设计、图
⽚处理、动漫设计、软件开发等⼯作。

服务机器⼈
装配与维护

608001北京市信息
管理学校，P34提
前招⽣，P148统⼀
招⽣，）

本专业精准定位⾸都⾼精尖经济结构调整，对接⾼职
重点发展专业，联合众多智能机器⼈企业，实训环境
⼀流，实训设备⾼端，采⽤先进的教学理念，为学⽣
专业发展提供 好的学习平台 18610433852

本专业是 2018年新增专业，今年第⼀年
申报机器⼈装调与维护⽅向 3+2，对接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电⼦信息⼯程技
术（机器⼈⽅向），⾼职毕业就业率
100%，市场需求量⼤，就业企业多。

计算机与数
码产品维修
（⽆此专
业）

608001北京市信息
管理学校（P33提
前招⽣，P151统⼀
招⽣）

引领北京市中职学校计算机硬件技术专业发展，对接
电⼦信息类专业 强的⾼职院校。学校连续 6年包揽
北京市技能⼤赛⼀等奖，多次获得国家技能⼤赛⼆等
奖。专业技术实⽤性强，发展前景⼴阔，可实现⾼端、
⾼薪、⾼能就业。18610433852

通过转阶段测试合格后直接升⼊对⼝的
北京⼯业职业技术学院电⼦信息⼯程技
术专业。⾼职就业率 100%，市场需求
量⼤，就业企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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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络类

机器⼈技术
与应⽤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P12提
前招⽣、P127统⼀
招⽣)

本专业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合作，主要⾯向智能
制造产业，培养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和创新精神，掌
握智能机器⼈所必备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能够从
事智能机器⼈及⼈⼯智能的技术应⽤、设计开发、安
装调试、运⾏维护、技术⽀持和⽣产管理等⼯作的⾼
素质技术技能型⼈才。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
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信息技术专业集群，重点打造计算机⽹
络技术、⽹络信息安全、云计算技术应
⽤、机器⼈技术与应⽤、移动技术应⽤
（电⼦竞技）等专业，其中，计算机⽹
络技术是北京市⻣⼲专业。专业师资⼒
量雄厚，北京市学科带头⼈、专业带头
⼈、⻣⼲教师 10余⼈次，中、⾼级以上
教师占 90%以上，是北京市职业院校
“专业创新团队”。实训设备先进。与企
业合作建有校内⽣产性实习基地，有近
⼆⼗个专业实训（室）基地和职业体验
中⼼。与⼤唐、联想、360、华为、腾
讯、阿⾥等企业在专业建设和实习实践
⽅⾯有深度合作，就业前景⼴阔。升学
转段通过率⾼于 95%。

计算机⽹络
技术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P12提
前招⽣、P127统⼀
招⽣)

本专业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培养从事与物
联⽹产品设计、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智能产品测试
与应⽤、Web前端开发、⽹络编辑、⽹站建设与管
理、移动互联⽹技术应⽤、微⽹站建设、⽹络设备运
维等相关的技术技能型⼈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同上

计算机⽹络
技术（⽹络
信息安全⽅
向）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P12提
前招⽣、P127统⼀
招⽣)

本专业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培养学⽣掌握
系统漏洞检测与修复、⽹络攻击与防护、Web渗透
与漏洞挖掘、信息数据的安全防护等课程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能够从事⽹络安全管理维护、⽹络安全报告
评估、⽹络安全咨询服务等⼯作的⾼技能型⼈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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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络类

⼈⼯智能技
术与应⽤

400017：北京⾦隅
科技学校（P13-14
提前招⽣、P128统
⼀招⽣）

本专业依托我校现有的计算机专业优势与科⼤讯⻜、
声智科技等⼈⼯智能领航企业进⾏校企合作，开设
《⼈⼯智能声学系统应⽤》、《⼈⼯智能视觉系统应
⽤》等专业课程，学⽣毕业后可推荐到⼈⼯智能相关
企业和单位就业。咨询电话：管⽼师 13716070739

与科⼤讯⻜校企合作订单班，就业率
100%。

⼤数据技术
应⽤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
(P12提前招⽣、
P127统⼀招⽣)

本专业主要⾯向⼤数据⾏业，掌握⼤数据运维与技术
相关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初步具备基础⽹络环境
搭建、基础程序开发、IDC机房布线、基础⼤数据运
维及基础⼤数据技术应⽤的能⼒，并能从事⼤数据平
台运维、⼤数据售后技术⽀持、⼤数据系统测试及数
据处理等岗位的专业技能⼈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信息技术专业集群，重点打造计算机⽹
络技术、⽹络信息安全、云计算技术应
⽤、机器⼈技术与应⽤、移动技术应⽤
（电⼦竞技）等专业，其中，计算机⽹
络技术是北京市⻣⼲专业。专业师资⼒
量雄厚，聚集了⼀批优秀教师和企业专
家。其中北京市学科带头⼈、专业带头
⼈、⻣⼲教师 10余⼈次，中、⾼级以上
教师占 90%以上，是北京市职业院校
“专业创新团队”。实训设备先进。与企
业合作建有校内⽣产性实习基地，有近
⼆⼗个专业实训（室）基地和职业体验
中⼼。与⼤唐、联想、360、华为、腾
讯、阿⾥等企业在专业建设和实习实践
⽅⾯有深度合作，就业前景⼴阔。

⽹络信息安
全

605002：北京市求
实职业学校（P31
提前招⽣、P145统
⼀招⽣）

⽹络信息安全专业为 2018年教育部新增专业，具有
良好的市场前景。学校与著名 IT 企业：神州数码⽹
络公司、北京中科磐云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度合
作，校企合作共建专业，形成了“校企联盟”“专业+
公司”的特⾊。成⽴安全专家⼤师⼯作室，实现了专
业教学与技术发展的同步。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合作“3+2中⾼职衔接班”。联系电话：64912554

各类企事业单位、系统集成公司、计算
机技术等 IT ⾏业从事企业⽹络规划与
安全组建、⽹络系统安全运维、⽹络系
统集成、⽹络安全管理、⽹络系统优化、
⽹络事件应急响应等技术⼯作。主要就
业单位：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中科磐云科技有限公司等。



47

计算机、
⽹络类

计算机⽹络
技术（云计
算技术应⽤
⽅向）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P12提
前招⽣、P127统⼀
招⽣)

本专业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云计算技术与应
⽤）合作，主要⾯向⾸都云计算和⼤数据新兴产业，
培养云计算和⼤数据技术分析领域，具备云计算系统
运维部署、云计算平台搭建、云计算系统规划设计、
云计算应⽤与服务等岗位⼯作的⾼素质技术技能型
⼈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同上

移动技术应
⽤（电⼦竞
技⽅向）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P12提
前招⽣、P127统⼀
招⽣)

本专业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媒体应⽤技术
（数字娱乐））合作，培养电竞赛事策划与运营、组
织与执⾏、电竞场馆运营与管理、电竞俱乐部管理及
电竞解说等领域，能从事电竞相关企业和体育部⻔的
电竞赛事策划与运营、电竞赛事主持解说、移动端游
戏测试与维护等⼯作的⾼技能型⼈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同上

动漫与游戏
制作

400030：北京商贸
学校（P16提前招
⽣、P131统⼀招⽣）

教学⼿段多样，以学⽣的学习兴趣为导向，实训设施
⻬全，注重学⽣的技能培养，⽐赛屡获殊荣，先后在
各级各类技能⼤赛中获得佳绩，就业前景⼴阔，顺应
北京市功能定位，就业渠道多样。招⽣电话：
60221398/60223154

全部转段⾄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影
视动画专业）

动漫与游戏
制作

605002：北京市求
实职业学校（P31
提前招⽣、P145统
⼀招⽣）

动漫游戏专业是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开展
的“3+2”合作专业。本专业以满⾜北京数字游戏产业
发展需求为⽬标，旨在培养具有较好艺术素质，较强
创意能⼒，系统掌握游戏设计基础理论和基本⽅法，
具有先进的游戏设计理念，熟悉各种游戏类型，熟悉
游戏设计流程，具有较强的游戏创作实践能⼒，能够
从事游戏设计与制作的技能型⼈才。联系电话：
64912554

毕业后可以在游戏公司、⻔户⽹站、移
动媒体、电视台、影视公司、动画公司
等有关部⻔从事游戏制作、场绿制作、
原画动作修型、三维创作、动⾯绘制、
视频特效、⾳响制作、合成输出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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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络类

计算机⽹络
技术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招
⽣、P146-147⻚统
⼀招⽣）

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合作“3+2”中⾼职衔接；学
⽣掌握局域⽹的组建、管理与维护; 能够从事各类服
务器搭建与管理、⽹⻚设计与制作、⽹络信息安全维
护等。咨询电话 87252562

2019年除去升⼊⾼职院校之外都到北
京瑞励志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数码星
空软件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

400012：北京市⾃
动化⼯程学校（P11
提前招⽣、P126统
⼀招⽣）。

本专业学习计算机⽹络系统建设、管理与维护、移动
设备安装与调试、移动通信系统测试与优化、移动⽹
络运营与管理、通信⼯程项⽬管理等岗位必备的专业
知识、职业技能。电话：64858001⼿机：13691241158

2019年毕业⽣ 100%升⼊⾼职学习。毕
业⽣主要⾯向：联想集团、清华同⽅、
神州数码等公司。主要从事计算机⽹络
建设与运⾏维护、⽹站测试员等岗位。

计算机应⽤

612001：北京新城职
业学校（P35提前
招⽣、P150统⼀招
⽣）

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3+2中⾼职衔接，课程包
括图形图像处理、CAD辅助设计、⽮量平⾯设计、
⽹⻚与⽹站设计，动画制作、3D建模、视频剪辑等，
可关注北京新城职业学校公众号具体了解，咨询电
话：61533967, 19801066971。

就业率 98%以上，就业单位有：北京博
硕图⽂有限公司、北京潞沣图⽂有限公
司、每在⼴告有限公司、北京图玺⽂化
传媒有限公司、⽕花思维、北京艺美和
电⼦科技有限公司海琳⽂化传播公司、
101⽹校等，岗位包括平⾯设计师、办公
⽂员、CAD绘图员等。

⼈⼯智能技
术与应⽤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招
⽣、P146-147⻚统
⼀招⽣）

对接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据技术及应⽤专
业）咨询电话 87252562

2020年新专业，⽆毕业⽣

⼈⼯智能技
术应⽤(数
据分析与应
⽤开发)
信息技术类

800006：北京⼯业
职业技术学院（P78
⻚统⼀招⽣）

基于移动互联⽹新时代，⼤数据、⼈⼯智能国家战略
背景，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素养，掌握⼈⼯
智能基础专业知识、应⽤技术，具备数据处理、⼈⼯
智能应⽤开发、系统管理与维护等能⼒，从事⼈⼯智
能相关应⽤开发与测试、系统集成与运维、产品销售
与咨询、售前售后技术⽀持等⼯作的⾼素质技术技能
⼈才。办公电话 51511509，移动电话 18612692345

⾯向⼈⼯智能产业、IT ⾏业及相关企事
业单位，如百度在线、神州泰岳、北软
互联、易航远智、中科⼤洋、中航未来、
⼴联达等。主要从事数据标注、数据分
析、数据可视化、AI 测试开发、机器学
习训练、AI 产品集成、AI 系统运维等岗
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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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络类

数字媒体技
术应⽤

400030：北京商贸
学校（P16提前招
⽣、P131统⼀招⽣）

市教委批准的第⼀个虚拟现实“3+2”专业，校企深度
融合，企业真实案例融⼊课堂教学，学⽣作品在各级
各类技能⼤赛中屡获佳绩，就业范围⼴阔，虚拟现实
技术逐步深⼊到各⾏各业。招⽣电话：
60221398/60223154

新专业，暂未有学⽣转段，与北京信息
技术职业学院对接（虚拟现实技术应⽤
专业）

虚拟现实技
术应⽤ 智
能设备类

800006：北京⼯业
职业技术学院（P78
⻚统⼀招⽣）

在服务“⾸都四个功能定位”的建设背景下，以服务北
京⽂化和科技创新设计、助⼒北京智慧城市管理和企
业应⽤数字孪⽣等领域，重点培养掌握虚拟现实、增
强现实技术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具备使⽤虚拟现实技
术，进⾏虚拟现实产品的策划、设计、测试、编码、
建模、维护和服务的⾼素质技术技能⼈才。办公电话
51511504，移动电话 13691555519

1、从事虚拟现实软件进⾏产品策划、场
景设计、界⾯设计、模型制作、程序开
发及系统测试；
2、从事设计、开发、集成、测试虚拟现
实硬件系统；
3、从事管理、监控、维护并保障各⼤企
业的虚拟现实系统的稳定和安全运⾏；
4、从事提供虚拟现实技术相关的咨询、
培训和技术⽀持服务。

数字媒体技
术应⽤

400030：北京商贸
学校（P16提前招
⽣、P131统⼀招⽣）

师资⼒量雄厚，教师团队层次建设合理，培养⽅式新
颖，采⽤“基础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实战”的综
合模式，注重科研项⽬，先后承办的国家级课题顺利
验收。招⽣电话：60221398/60223154

新开专业，转段对接北京电⼦科技职业
学院（计算机应⽤技术专业⼤数据⽅向）

数字影像技
术

400012：北京市⾃
动化⼯程学校（P11
提前招⽣、P126统
⼀招⽣）。

本专业培养以展品和展示空间的数字化为基础，以城
市规划、数字博物馆、数字沙盘、数字城市、房地产
投标等为主要项⽬，在CG技术、VR技术与艺术领
域，进⾏数字展示项⽬创作、数字展示制作、虚拟现
实表现等⾼技术技能⼈才。电话：64858001、⼿机：
13691241158

2019年毕业⽣ 100%升⼊⾼职学习。毕
业⽣主要⾯向：影视动画公司、电视台、
建筑表现公司、游戏公司和⼴告公司中
的数字影像采集、影视栏⽬包装制作、
影视剪辑制作、 数字影像特效制作、数
字影像合成等岗位。

⽹络信息安
全

605005：北京市电
⽓⼯程学校（P32
提前招⽣、P146统
⼀招⽣）

3+2对接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从事企业⽹络规划
与安全组建、⽹络系统安全运维、⽹络系统集成、⽹
络安全管理、⽹络系统优化、⽹络事件应急响应等技
术⼯作和平台⼤数据分析等内容。咨询电话：
64312167、13521228757（赵⽼师）

⾯向北京 360公司、联想集团、清华同
⽅、神州数码等公司从事 IT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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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络类

⽹络信息安
全

400027：北京市对
外贸易学校
（P14-15提前招
⽣、P129-130统⼀
招⽣）

信息安全属于国家战略规划重点发展产业，⼈才需求
旺盛，本专业师资⼒量雄厚，实训设施先进，实践教
学，可考取权威职业资格证书，助⼒职业发展；咨询
电话 84638050

⽹络信息安全专业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3+2对接，学⽣可考取计算机⽹络
管理员（三级）、⽹络设备调试员（三
级）信息安全⼯程师（三级）、NISP（国
家信息安全⽔平考试）等证书。毕业⽣
就业⽅向为 360官⽅合作伙伴企业、华
为官⽅合作伙伴企业、H3C官⽅合作伙
伴企业、中国电信、神州数码集团等。

⼤数据技术
应⽤

400027：北京市对
外贸易学校
（P14-15提前招
⽣、P129-130统⼀
招⽣）

国家实施⼤数据战略，构建数字中国；⼤数据服务于
各⾏各业，⼈才需求旺盛；师资⼒量雄厚，专业教师
均为“双师型”；与多家知名企业深度校企合作，发展
前景⼴阔；咨询电话 84638050

⼤数据技术应⽤专业与北京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 3+2对接，毕业⽣可在新⼀代信
息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相关的软件
和互联⽹企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从事⼤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挖掘、
可视化展示以及运维等⼯作。

⽹络信息安
全

400012：北京市⾃
动化⼯程学校（P11
提前招⽣、P126统
⼀招⽣）。

本专业培养具有操作系统安全维护、⽹络规划与配
置，⽹络安全产品配置与管理、数据库安全运维能⼒
的⾼素质技术技能型⼈才。电话：64858001⼿机：
13691241158

毕业⽣ 100%升⼊⾼职学习。毕业⽣主
要⾯向：各类企事业单位 IT 部⻔，从事
⽹络设备安装与调试，⽹络安全产品规
划与部署、⽹络安全运维、⽹络安全技
术⽀持等⼯作。

物联⽹技术
应⽤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招
⽣、P146-147⻚统
⼀招⽣）

与北京电⼦科技职业学院合作五年“专科⼈才培养改
⾰项⽬”，学习物联⽹技术应⽤的相关知识，具备物
联⽹技术应⽤的基本技能，能够从事物联⽹相关的设
备安装与测试、物联⽹设备调试、物联⽹系统调试、
物联⽹系统维护、物联⽹技术服务等⼯作咨询电话
87252562

2019年除去升⼊⾼职院校之外都到海
尔集团旗下⻔店⼯作如：北京⻘春发展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瀚腾通达通讯技术
有限公司、尔天翔商贸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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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络类

物联⽹技术
应⽤

400012：北京市⾃
动化⼯程学校（P11
提前招⽣、P126统
⼀招⽣）

本专业培养具有物联⽹基础知识，掌握物联⽹设备安
装调试、物联⽹产品⽣产销售、物联⽹⼯程建设维护
等技能应⽤型⾼技术技能⼈才。电话：64858001，
⼿机：13691241158

毕业⽣ 100%升⼊⾼职学习。毕业⽣主
要⾯向：⾏业中⼼调度⼈员，⼀般通信
信号设备施⼯、安装、维护、检修与管
理⼯作，相关⾏业科技技术公司的安装
调试⼯程师、技术⼯程师、检查技术员、
实施⼯程师等。

电⼦信息⼯
程技术(物
联⽹技术)

800006：北京⼯业
职业技术学院（P78
⻚统⼀招⽣）

适应⾸都城市产业发展需求，掌握软件测试基本知识
和技能，⾯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软件测试、软
件质量管理等职业群，能够在未来从事软件初级开
发、软件测试、移动端软件测试、软件质量管理和技
术⽀持等⼯作的⾼素质技术技能⼈才。办公电话
51511514，移动电话 13311506935

就业⽅向：互联⽹类企业软件测试、软
件质量管理和技术⽀持等⼯作岗位。主
要就业单位：清华同⽅、中兴通讯、⽅
正集团、神州数码、⽤友软件、北京君
测信安科技、北京湛腾世纪科技等公司。
毕业⽣就业率 99%以上，专业对⼝率
80%以上，毕业⽣起薪达 5000元以上。

⼴ 播 影
视、艺术
类

动漫与游戏
制作（游戏
设计与制
作）

608001北京市信息
管理学校(P33提前
招⽣ P148统⼀招
⽣)

建设了北京市“完美世界动漫游戏创意设计师学院”，
校企双师授课；引⼊企业真实案例教学，采⽤课岗交
替培养。专业有⾼端实训设施和特⾊⼯作室，着重培
养学⽣个性化成⻓；专业打造⾼端游戏设计师，就业
前景好，薪酬待遇⾼。18610433852

本专业是 2019年申报的新专业⽅向，对
接⾼职，通过转阶段考试升⼊北京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媒体应⽤技术专业就
读。⾼职就业率 100%，市场需求量⼤，
就业企业多。

艺术设计与
制作

608001北京市信息
管理学校(P33提前
招⽣ P148统⼀招
⽣)

与⾦⽊堂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进⾏校企合作，建⽴校内
实训⼯⼚，引进真实社会项⽬，⼀线⾏业专家授课指
导；具备⼀流、⾼端的实训设备，⼀流教师团队；教
师、学⽣多次在全国和北京市⽐赛中获得“⼀等奖”，
2019年代表中国队参加2019 Adobe ACA世界⼤赛，
取得佳绩。18610433852

通过转阶段测试合格后直接升⼊对⼝的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告设计与制作
专业就读。⾼职就业率 100%，市场需
求量⼤，就业企业多。

影像与影视
技术

608001北京市信息
管理学校（P33提
前招⽣P148统⼀招
⽣）

与多家媒体企业进⾏深⼊的校企合作；授课采⽤德国
胡格教学模式，实⾏双师授课；⼀流教师团队；建有
演播厅、摄影棚、录⾳棚、影视后期实训教室、创客
空间等⾼端实训场地；多次在全国和北京市的技能⼤
赛中获得⼀等奖。18610433852

通过转阶段测试合格后直接升⼊对⼝的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影视动画专业就
读。⾼职就业率 100%，市场需求量⼤，
就业企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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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影
视、艺术
类

乐器修造

605001：北京市劲
松职业⾼中（P31
提前招⽣、
P144-145统⼀招
⽣）

培养⾼等艺术院校乐器修造专业后备⽣和中等钢琴
演奏、制作、修理、调律的专⻔⼈才。⽇本KAWAI
钢琴调律在北京劲松职业⾼中培训基地正式挂牌，打
造调律⼈才培养、进修、培训、晋级⼀体化服务平台。
咨询电话：13693617755、13601006539

该专业学⽣主要是艺考升学，近⼏年录
取本专业学⽣的⾼等艺术院校有：中央
⾳乐学院、沈阳⾳乐学院、天津⾳乐学
院、北京电⼦科技职业学院、北京戏曲
职业学院、北京联合⼤学等，升学率
100%。

计算机平⾯
设计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P12提
前招⽣、P127统⼀
招⽣)

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合作，联合实施（3+2）中
⾼职贯通培养。培养具有计算机应⽤能⼒、艺术欣赏
能⼒和⼴告创意设计能⼒，能够熟练使⽤平⾯设计软
件进⾏海报、书刊、杂志等以及⽹站美⼯、UI 设计、
VI 设计、电视栏⽬包装设计与制作能⼒的⾼素质技
能型⼈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数字艺术专业集群，拥有⼀⽀由专业教
师和企业专家组成的优秀教学团队，
2020年被市教委评为北京市职业院校
“专业创新团队”，其中北京市⻣⼲教师
5⼈，中⾼级职称 12⼈。近三年师⽣在
全国职业技能⼤赛和北京市职业技能⼤
赛中屡获佳绩。教学设施先进，拥有校
内11个专业实训基地及多个校外实习基
地，数字媒体专业群和北京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实施“3+2”中⾼职衔接。电⼦商
务类专业群和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实
施“3+2”中⾼职衔接。与北京⽔晶⽯数
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软易⽂化有
限公司、北京星辉驰远⽂化传媒有限公
司等 10多家京津冀的中⼩型数字创意
⽂化公司合作共建专业和实训基地。升
学转段通过率⾼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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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影
视、艺术
类

数字媒体技
术应⽤（虚
拟现实技术
⽅向）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P12提
前招⽣、P127统⼀
招⽣)

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合作，联合实施（3+2）中
⾼职贯通培养。培养具有摄影摄像、VR全景拍摄、
VR全景图⽚缝合、VR交互技术、三维造型设计技
术、游戏界⾯设计以及数字影视作品拍摄、编辑、特
效制作等⽅⾯的技术能⼒。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同上

数字媒体技
术应⽤

602006：北京市⻄
城职业学校（P30
提前招⽣、P144统
⼀招⽣）

数字媒体技术应⽤专业下设物联⽹技术、影视前期、
影视后期等⽅向，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签订 3+2
中⾼职衔接合作协议。本专业依据 3+2中⾼职衔接
专业⼈才培养⽅案开设专业基础课程，近年来专业学
⽣多次代表北京市参加全国技能竞赛，成绩优异。专
业拥有⾼⽔平师资队伍。中职阶段专业教师 100%为
“双师型”教师，市、区、校各级⻣⼲教师占⽐达 80%，
⻄城区职教名师⼯作室核⼼成员 2⼈，区兼职教研员
5⼈。电话：68315660

学⽣全部升学

影像与影视
技术

400014：北京市经
济管理学校(P12提
前招⽣、P127统⼀
招⽣)

本专业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合作，联合实施
（3+2）中⾼职贯通培养。培养具有艺术鉴赏能⼒和
影像创作能⼒，能在影视节⽬制作、⼴告传媒等⾏业，
从事摄影摄像、⾳视频编辑、影视后期合成等⼯作的
⾼素质技术技能型⼈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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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影
视、艺术
类

数字影像技
术

400002：北京⽔利
⽔电学校（P11提前
招⽣、P126统⼀招
⽣）

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对接专业：数字展示
技术（AR/VR ⽅向）。掌握虚拟现实技术，具备三
维虚拟仿真场景建模、场景贴图绘制、烘焙渲染，交
互界⾯设计与制作、VR游戏制作等专业技能；借助
数字头盔、数字眼镜和虚拟驾驶等 VR硬件设备完成
数字化内容展示。咨询电话：65772221/65774111

主要⾯向虚拟现实技术⾏业企业,虚拟
仿真设计公司、产品展示公司、航天、
军事城市规划、房地产,博物馆、教育等
领域的交互可视化部⻔等 VR产业相关
企业从事数字化内容开发相关岗位⼯
作。

动漫游戏

615001:北京市⼤兴
区第⼀职业学校
（P38提前招⽣、
P152-153统⼀招
⽣）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遗产品设
计与应⽤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招
⽣、P146-147⻚统
⼀招⽣）

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合作“3+2”中⾼职衔接；养
懂⾮遗会设计的⼯匠⼈才和⾮遗技艺传承⼈⼯艺美
术产品造型、⽂创设计、吉祥图案、装饰雕塑等专业
核⼼课；雕刻、⽊⼯、刺绣、景泰蓝四类技艺专项课；
咨询电话 67634859

北京⼯美集团、北京珐琅⼚、北京东⽅
艺珍花丝镶嵌⼚等单位从事创意产品开
发、旅游⼯艺品创新开发、国礼设计开
发、⼯艺美术品制造、管理及销售岗;
瑞昶阁⽟⽯雕刻⼯作室等单位从事⽟⽯
雕刻、贵⾦属⾸饰与宝⽟⽯检测、珠宝
⾸饰设计等岗位。

美发与形象
设计

605001：北京市劲
松职业⾼中（P31
提前招⽣、
P144-145统⼀招
⽣）

学习和掌握美发⾏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从事美发初
级助理、美发中级助理、美发师、造型师⼯作。该专
业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合作开办“3+2”中⾼职衔接
班。咨询电话：13693617755、13601006539

时尚杂志、国际时尚机构、形象设计中
⼼、著名美容美发沙⻰、国际美容美发
研修中⼼、各⼤化妆品公司等，就业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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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影
视、艺术
类

⾸饰设计与
⼯艺
艺术设计类

800006：北京⼯业
职业技术学院（P78
⻚统⼀招⽣）

实⾏学校名师+企业导师联合培养模式，实现从课堂
到市场全⾯对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发展
的⾼素质技术技能⼈才；培养既具有扎实理论基础，
⼜具备丰富设计理念的专业⼈才。学⽣通过系统、专
业化的学习和实训，实现就业、创业、学历提升等多
种发展途径。办公电话 51511279，移动电话
13811090588

中国⼯艺美术集团、国家级⼤师⼯作室
设计助理、菜百集团及周⼤福等知名珠
宝企业的⾸饰设计部⻔、独⽴设计师⼯
作室、拍卖⾏及典当⾏等多元化就业渠
道。同时，全班 15%的学⽣可参加专升
本考试，进⼊相应的本科院校继续攻读
学位，提升学历层次。

融媒体技术
应⽤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招
⽣、P146-147⻚统
⼀招⽣）

对接北京城市学院。本专业侧重于满⾜新闻⼴播电视
和数字新媒体⾏业中的融媒体编辑、融媒体运营等技
术领域岗位群需求。北京市仅有我校开设融媒体技术
应⽤专业，对接⾸都政治、⽂化与科技中⼼战略，⾯
向数字⽂化传媒、互联⽹及⼤数据等产业。⾯对巨⼤
的⼈才需求缺⼝，培养能够从事融媒体运营、融媒体
策划编辑、舆情监控等岗位群⼀线技术技能型⼈才，
助⼒⾸都⽂化传媒业转型发展。咨询电话：87252562

⽬前⽆毕业⽣。

影像与影视
技术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招
⽣、P146-147⻚统
⼀招⽣）

本专业主要是为影视制作及其他相关⾏业培养影视
后期制作⼈才。主要学习影视后期岗位⼯作技能，包
括国际电影⼯业4K数字化⽣产标准，影视剪辑技术，
影视 3D特效技术，⾼端影视合成技术，⾳频编辑合
成技术，影视调⾊技术，培养⾼端技能型专项⼈才。
咨询电话：87252562

⽬前⽆毕业⽣。

605001：北京市劲
松职业⾼中（P31
提前招⽣、
P144-145统⼀招
⽣）

本专业培养具有坚实专业理论基础与创作能⼒，全⾯
掌握现代摄影及相关影像技术、技巧和表现能⼒，并
有较⾼⽂化素养的实⽤型传媒专业⼈才（新闻、商业
摄影；图⽚后期设计制作；电视节⽬摄制、编辑制作）。
同时开设电视节⽬摄制、后期编辑及电视节⽬包装课
程。在校期间，学⽣参加中级摄影师技术等级证书考
试及各级摄影⽐赛。咨询电话：13693617755、
13601006539

中央电视台、旅游卫视、电影制⽚⼚、
《京华时报》、北京般若视觉摄影有限
公司、中国图⽚社、中国照相馆、北京
照相馆、新时代摄影中⼼等。就业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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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影
视、艺术
类

⼴播影视节
⽬制作

605005：北京市电
⽓⼯程学校（P32
提前招⽣、P146统
⼀招⽣）

3+2对接北京电⼦科技职业学院。培养电视节⽬采
访、摄录像、⾳视频编辑与包装、明星演唱会等录⾳
调⾳、影视剪辑、舞台灯光、影视后期制作⼯作。咨
询电话：64312167、13521228757（赵⽼师）

⾯向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嘉泽⽂
化传播有限公司、亿兆传媒等公司从事
⼴播影视节⽬制作等⼯作。

数字媒体技
术应⽤

612001：北京新城职
业学校（P35提前
招⽣、P150统⼀招
⽣）

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3+2中⾼职衔接，除基础知识
外，开设多⻔专业课提升学⽣的专业技能，报考数字
影像创造、数字平⾯设计、数字视效创作、数字影像
评析、数字⾳乐设计以及数字形象设计技能。咨询电
话：61533967, 19801066971

就业率 98%以上，就业单位有：北京嘉
泽⽂化传播有限公司、亿兆传媒公司、
财旭影视⽂化传媒有限公司、尚北影视、
北京万微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影研创新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雪峰摄影⼯作室、
北京天空影像⽂化传媒有限公司等，担
任摄影摄像、后期剪辑、后期制作等岗
位⼯作。

数字影像技
术

605001：北京市劲
松职业⾼中（P31
提前招⽣、
P144-145统⼀招
⽣）

数字影像技术专业是国家“⼗三五”重点发展专业，该
专业以影视后期制作、影视特效制作、数字平⾯设计
为主要技能⽅向，培养能够从事美术设计、平⾯设计、
影视特效、影像技术、影⾳制作、视频调⾊等岗位⼯
作的⾼素质技能型⼈才。该专业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合作开办“3+2”中⾼职衔接班。咨询电话：
13693617755、13601006539

游戏制作公司、⼴告传媒公司、电脑销
售公司、证券公司、⽹络整合公司、通
信公司、数码影像制作公司、图⽚社等
与 IE ⾏业相关的岗位。就业率 100%

影视化妆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招
⽣、P146-147⻚统
⼀招⽣）

注重于学⽣综合素质培养，强调技术与技艺相结合。
以打造剧组、时尚秀场、综艺节⽬、时尚影楼等专业
造型师为教学⽬标。理实⼀体，让学⽣在校期间充分
体验实际⼯作模式，咨询电话 87252562

2019年除去升⼊⾼职院校之外都到影
视剧组、时尚影楼（⼯作室）、节⽬录
制、特效化妆师、服装搭配师、彩妆顾
问、咨询师、品牌彩妆师等。如：⼤北
照相馆、中原照相馆等

影像与影视
技术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招
⽣、P146-147⻚统
⼀招⽣）

招⽣计划 30个。与北京电⼦科技职业学院合作五年
“专科⼈才培养改⾰项⽬”学习影视后期岗位⼯作技
能,包括国际电影⼯业 4K数字化⽣产标准,影视剪辑
技术,影视 3D特效技术,⾼端影视合成技术,⾳频编辑
合成技术,影视调⾊技术等咨询电话：87252562

就业去向有影视制作公司、⼴告创意公
司、媒体制作公司等。2019年除去升⼊
⾼职院校之外都到⼤北照相馆、爆⾕传
媒有限公司实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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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程施
⼯

400002：北京⽔利
⽔电学校（P11提前
招⽣、P126统⼀招
⽣）

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合作。对接⾼职专业：建筑⼯程
管理专业（数字建造BIM⽅向），该专业培养掌握
现代建筑业数字建造BIM技术，从事 BIM建模、BIM
专业应⽤等建设⼯程管理岗位群实际⼯作，适应建筑
业信息化建设（BIM）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的⼈才。
咨询电话：65772221/65774111

北京燕通建筑构件有限公司、北京四⽅
建设⼯程监理有限公司、中建⼀局（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住总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新兴建筑集团、北京城建北⽅集团、
北京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建设⼯程
质量检测第⼀所、⼴联达股份有限公司、
中城投集团第五⼯程局有限公司

400002：北京⽔利
⽔电学校（P11提前
招⽣、P126统⼀招
⽣）

与北京⼯业职业技术学院合作。该专业是北京市重点
专业，国家建筑⾏业技能型紧缺⼈才培养培训基地，
培养“懂技术、会施⼯、能管理”的⾼技能⼈才。学⽣
毕业后主要从事建筑⼯程施⼯、⼯程管理、⼯程质量
监督、建设监理等⽅⾯的⼯作。咨询电话：
65772221/65774111

就业⾯向城市规划部⻔，建筑设计院，
绿⾊建筑评估企业，建筑构件部品⽣产
企业，房地产企业，⼯程咨询公司，⼤
型建筑施⼯企业。如中建⼀局、北京城
建集团、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等知
名企业。

400002：北京⽔利
⽔电学校（P11提前
招⽣、P126统⼀招
⽣）

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合作。对接⾼职专业：建筑⼯程
技术，该专业培养服务⾸都，⾯向全国的建筑管理类
⾼等职业⼈才。咨询电话：65772221/65774111

毕业⽣进⼊建筑施⼯、建筑设计、房地
产开发、⼯程咨询领域，如北京城建集
团、建⼯集团、住总集团、房建集团等，
承担⼟建施⼯员、质检员、资料员、造
价员、安全员等管理⼯作，或北京建院、
中国恩菲⼯程技术有限公司等，从事建
筑设计、⼯程绘图等技术⼯作。

629001 北京市延
庆区第⼀职业学校
（P39-40提前招
⽣、P154-155统⼀
招⽣）

以建筑⾏业为依托，以建筑施⼯核⼼课程为主线，以
模拟仿真实景教学为有效途径，⾯向⾸都建设⾏业，
培养具有建筑施⼯、测量、资料管理、安全等岗位能
⼒和专业技能，从事管理、施⼯现代型技能⼈才。咨
询电话:13601225735

2019年没有毕业⽣。⾼考升学: 北京⼯
业职业技术学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
院（以上学校具有北京建筑⼤学专升本
资格）、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等深造学习；
就业：⾯向北京城建亚泰集团、北京清
尚集团等建设、设计、监理等单位从事
技术管理⼯作；⾼三阶段可应征⼊伍，
退伍后可继续深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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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类
800006：北京⼯业
职业技术学院（P78
⻚统⼀招⽣）

培养具有较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专业技能，能够
运⽤现代设计技术⼿段从事室内空间环境设计，熟悉
室内环境设计⼯程的材料、构造、施⼯与管理，具有
创新意识和较强的环境设计实践能⼒，能⾯向室内设
计装饰公司、建筑装饰⼯程公司等，从事室内设计、
建筑装饰施⼯和管理的⾼素质应⽤型⼈才。办公电话
51511037，移动电话 13161650587

主要就职于建筑装饰⼯程施⼯企业、房
地产开发公司、⼯程设计研究院、⼯程
监理公司、投资企业等，从事室内空间
⽅案设计、装饰项⽬管理等⼯作。主要
就业单位：业之峰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发装饰⼯程公司、中国建筑⼀局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房建集团有限公司、⾸钢设计院等。

⽔利⽔电⼯
程施⼯

400002：北京⽔利
⽔电学校（P11提前
招⽣、P126统⼀招
⽣）

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合作。培养掌握⽔利⼯程施⼯与
管理的专业技能，适应⽔利⼯程施⼯、⽔利⼯程管理、
⽔利⼯程运⾏维护、灌溉⼯程设计与施⼯等岗位⼯作
需要的⾼素质技能型专⻔⼈才。咨询电话：
65772221/65774111

北京翔鲲⽔务建设有限公司、北京通成
达⽔务建设有限公司、北京⾦河⽔务建
设有限公司、北京京⽔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市⾃来⽔集团禹通市政⼯程有
限公司等⽔利⼯程施⼯和管理单位。

给排⽔⼯程
施⼯与运⾏

400002：北京⽔利
⽔电学校（P11提前
招⽣、P126统⼀招
⽣）

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合作。主要从事⽔⼚的运⾏管
理、市政给排⽔管道施⼯与维护管理及建筑给排⽔安
装⼯程等⼯作，主要⾯向供⽔排⽔企业、建筑/市政
施⼯企业、建筑/市政设计院等⼀线的技术技能型⼈
才。咨询电话：65772221/65774111

⾃来⽔集团⽔⼚、⾃来⽔集团禹通市政
⼯程有限公司、北京城市排⽔集团、北
京⽅圆监理公司、中国恩菲⼯程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市天利弘远机电有限责任
公司等。

⾼星级饭店
运营与管理

605001：北京市劲
松职业⾼中（P31
提前招⽣、
P144-145统⼀招
⽣）

本专业培养适应星级酒店业发展的需要，具有现代化
管理思想和素质，具有较强实践能⼒和应变能⼒，能
够胜任酒店业⼯作需求的实⽤性⼈才。⾼星级酒店运
营与管理专业与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的酒店管理
与服务专业进⾏“3+2”中⾼职衔接。 咨询电话：
13693617755、13601006539

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丽思卡尔顿饭店、
东⽅君悦⼤酒店、丽晶酒店、⻓城饭店、
中国⼤饭店、凯宾斯基饭店、昆仑饭店、
希尔顿饭店、⻙斯汀酒店、新时代⼤酒
店、国贸饭店、建国饭店、华润饭店等。
就业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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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程
施⼯与运⾏

400002：北京⽔利
⽔电学校（P11提前
招⽣、P126统⼀招
⽣）

与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合作。培养适应给⽔排⽔管
⽹维护管理、给⽔排⽔管道施⼯技术、⾃来⽔⼚、再
⽣⽔⼚、⽔处理⼚⼯艺运⾏、设施设备管护、管⽹信
息化建设、给排⽔设施安全运⾏与维护等岗位⼯作需
要的⼈才。咨询电话：65772221/65774111

主要⾯向给⽔排⽔管⽹维护管理、给⽔
排⽔管道施⼯、⾃来⽔⼚、污⽔处理⼚、
再⽣⽔⼚、⽔处理⼚等单位，进⾏给排
⽔设施设备、⼯艺等安全运⾏、维护、
管理等⼯作。就业单位有北京市⾃来⽔
集团、北京市排⽔集团、北京市南⽔北
调办公室、北京市⽔务局下属各管理单
位等。

古建筑修缮
400015：北京市园
林学校（P13提前招
⽣）

本专业主要培养具备⼀定创新和创业能⼒的环境艺
术设计与施⼯管理实⽤型⾼级专⻔⼈才。实践教学包
括古建筑认知实践、古建筑测绘实践、岗位认知实践、
景观⻛景写⽣与摄影、花艺设计、康养景观设计、室
内绿化装饰⽅案设计。
咨询电话：61359863、61359836

本专业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环境艺术
设计（景观设计）”专业对接，学习⼆年，
成绩合格后获得⼤专学历。

花艺设计与
制作

400015：北京市园
林学校（P13提前招
⽣、P127-128统⼀
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从事插花、花卉组合盆栽、环境花艺
设计与制作、花⽂化创意与应⽤等⼯作的⾼素质技术
技能型⼈才。毕业⽣主要⾯向各类公园、旅游景区、
花卉公司、社区园艺中⼼、⼤型酒店、花艺设计公司
及花艺⼯作室等企事业单位。
咨询电话：61359863、61359836

本专业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环境艺术
设计（室内装饰设计）”专业对接，学习
⼆年，成绩合格后获得⼤专学历。

建筑装饰技
术

400017：北京⾦隅
科技学校（P13-14
提前招⽣、P128统
⼀招⽣）

建筑装饰专业⽴⾜于“互联⽹+”的⼤时代背景之下，
与线上多家装饰⽹站、线下多家装饰公司以及北京市
建筑装饰协会进⾏合作，构建“学岗直通”⼈才培养模
式，培养德技并修、全⾯发展的“懂结构、精设计、
擅识图、会施⼯”的⾼端技能⼈才。
咨询电话：⻢⽼师 18010127281
李⽼师 13311329553

随着房地产经济的持续⾛旺和装饰⾏业
的快速发展，室内设计⼈才需求量持续
增⻓，室内设计师就业前景看好、薪酬
⾼、机会⼴。我校建筑装饰专业与北京
⼯业职业技术学院进⾏“3+2”中⾼职衔
接培养，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单位
包括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建都设计院、
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程有限公司、业
之峰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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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服务与
管理

400015：北京市园
林学校（P13提前招
⽣、P127-128统⼀
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能够从事旅游相关企事业单位导游
讲解、接待服务、基层管理等相关岗位⼯作的⾼素质
⾼技能⼈才。毕业⽣⾯向⾸都旅游相关企事业单位，
从事相关⼯作。咨询电话：61359863、61359836

本专业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导游（研学
旅⾏策划与管理）”专业对接，学习⼆年，
成绩合格后获得⼤专学历。

⽼年⼈服务
与管理

605001：北京市劲
松职业⾼中（P31
提前招⽣、
P144-145统⼀招
⽣）

本专业是⾯向养⽼服务⾏业服务与管理⼀线岗位，培
养熟练掌握养⽼服务与管理⼯作必备的理论基础、专
⻔知识，熟练掌握养⽼服务与管理实际⼯作基本技能
和初步能⼒，具有“爱众亲仁”的道德精神及“博学笃
⾏”的专业品质的⾼素质技能型⼈才。该专业与北京
劳动保障学院合作“3+2”中⾼职衔接班。咨询电话：
13693617755、13601006539

毕业后就业采取双向选择的⽅式，择业
⽅向主要是养⽼机构，即各类公办养⽼
福利机构；社区养⽼服务单位，包括各
类社区居家养⽼服务站、社区集中养⽼
服务机构等；⽼龄产业相关机构，包括
⽼年产品⽣产机构、⽼年产品销售机构、
⽼年服务相关机构等。就业率 100%。

旅游服务与
管理

612001：北京新城职
业学校（P35提前
招⽣、P150统⼀招
⽣）

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3+2中⾼职衔接，此外本专业
还是北京环球度假区⼈才储备班，课程设置除了旅游
基础知识外，会有更多的环球相关主题课程，并会到
环球影城观摩并实习实训。可关注北京新城职业学校
公众号具体了解，咨询电话：61533967, 19801066971

就业率 98%以上，就业单位有：北京神
⾈国际旅⾏社、北京⽂森国际旅⾏社、
北京市洋畅旅⾏社等，就业岗位为导游、
计调等，未来会对接北京环球度假区景
点运营操作员、娱乐护航员等岗位。

400040：北京市振
华旅游学校（P17提
前招⽣）

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3+2”中⾼职衔接本专业培养
适应我国旅游业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掌握旅游经济与
管理基础知识，具有旅游服务管理、旅游市场营销等
⽅⾯能⼒和技能，专业基础扎实、知识⾯宽、综合素
质⾼、沟通能⼒强、具有较强实践能⼒和创新能⼒的
应⽤型中⾼级专⻔⼈才。咨询电话：67634859

⽬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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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
业、旅
游、环境
⼯程、园
林、历史
学类

旅游管理
800006：北京⼯业
职业技术学院（P78
⻚统⼀招⽣）

本专业主要为旅游⾏业领军企业培养熟悉现代旅游
和酒店经营管理，具备良好的英语基础知识和沟通能
⼒，能够在⼤型旅游社、酒店、旅游景点（区）等旅
游企事业单位从事服务、管理、咨询、策划的复合型
国际旅游服务管理⼈才。办公电话 51511396，移动电
话 18201693190

旅⾏社岗位：导游，计调，旅游签证专
员，旅游销售顾问；酒店岗位有⼤堂副
理，餐饮客房前厅主管、领班，经济型
酒店店⻓；博物馆及景区票务、讲解员
等。
就业的单位：国家⼤剧院、北京天⽂馆、
汽⻋博物馆、中⻘旅、神州国旅、携程
⽹、万豪酒店、喜来登酒店、天坛、颐
和园等。

⼈⼒资源管
理事务

400030：北京商贸
学校（P16提前招
⽣、P131统⼀招⽣）

就业前景⼴阔，薪资待遇优厚，⼯作环境舒适，培养
⽅向明确，突出强调实际、实⽤、实践的原则，教学
⼿段多样，紧跟时代需求，提升学⽣办公能⼒。招⽣
电话：60221398/60223154

今年新开专业，与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对
接（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

园林技术

605005：北京市电
⽓⼯程学校（P32
提前招⽣、P146统
⼀招⽣）

3+2对接北京城市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培养从事
园林⼯程施⼯、室外花卉设计与施⼯、园林制图、传
统花艺、茶艺、中草药等养⽣学为⼀体的复合型⼈才。
咨询电话：64312167、13521228757（赵⽼师）

⾯向各个区县园林绿化局、北京花⽊公
司、北京插花协会，以及北京市内颐和
园公园管理处、北海公园管理处、故宫
公园管理处等事业单位。

400015：北京市园
林学校（P13提前招
⽣、P127-128统⼀
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从事中⼩型园林绿地规划设计、园林
绿化⼯程施⼯、绿地养护管理、苗⽊⽣产、商品花卉
⽣产与经销等⽅⾯⼯作的技能型、应⽤型、科学型⾼
等技术专⻔性⼈才。毕业⽣主要⾯向城市建设、园林
绿化、园林苗圃、花卉⽣产、城市公园和森林公园、
房地产等企事业单位。咨询电话：61359863、
61359836

本专业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园林技术”
专业对接，学习⼆年，成绩合格后获得
⼤专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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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
业、旅
游、环境
⼯程、园
林、历史
学类

园林绿化

400015：北京市园
林学校（P13提前招
⽣、P127-128统⼀
招⽣）

本专业主要⾯向⾸都信息产业、培养园林绿化产业，
掌握园林绿化、⼤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和展示等相关
知识和技术，具备利⽤ 新技术进⾏园林绿化相关数
据采集、处理、存储、分析、预测和展示的能⼒的⾼
素质技能型⼈才。毕业⽣主要从事园林数据分析师、
数据处理⼯程师；以及苗⽊和花卉⽣产、园林植物产
品销售、插花与花艺制作、园林施⼯等⽅⾯⼯作。咨
询电话：61359863、61359836

本专业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
据技术与应⽤”专业对接，学习⼆年，成
绩合格后获得⼤专学历。

餐饮类

中餐烹饪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招
⽣、P146-147⻚统
⼀招⽣）

与北⼤⽅正职业技术学院中⾼职衔接；与全聚德、便
宜坊集团校企深度合作。全聚德、便宜坊冠名班。咨
询电话：67634859

2019年除去升⼊⾼职院校之外都到全
聚德、便宜坊集团旗下⻔店⼯作

中餐烹饪与
营养膳⻝

605001：北京市劲
松职业⾼中（P31
提前招⽣、
P144-145统⼀招
⽣）

烹饪专业是北京市现代化标志专业、烹饪专业重点建
设实验实训基地、国际合作办学专业。为北京市涉外
四、五星级饭店培养中餐烹饪技术⼈才。该专业被评
为特⾊⾼⽔平肯⼲专业，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开办
“3+2”中⾼职衔接班。 咨询电话：13693617755、
13601006539

钓⻥台国宾馆、王府饭店、⻓城饭店、
贵宾楼饭店、新侨饭店、中国⼤饭店、
丽思卡尔顿饭店、东⽅君悦⼤酒店、凯
宾斯基饭店、⻓安俱乐部、昆仑饭店、
保利⼤厦、希尔顿饭店、新时代⼤酒店、
港澳中⼼、⾹格⾥拉饭店、⻙斯汀酒店
等。就业率 100%

中餐烹饪

612001：北京新城职
业学校（P35提前
招⽣、P150统⼀招
⽣）

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3+2中⾼职衔接，主要专业课
程有：中餐厨师必修、⽔台、砧板、打荷与炒锅、上
杂与炒锅、中餐冷菜、中餐⾯点、营养配餐、花式铁
板烧、中式⾯点等，可关注北京新城职业学校公众号
具体了解，咨询电话：61533967, 19801066971

本专业⾯向酒店、餐馆、酒楼等餐饮企
业，培养从事中式热菜制作、冷菜制作、
⾯点制作的⾼素质技能型⼈才，优先推
荐北京环球度假区餐饮相关岗位⼯作，
此外还有星级酒店、中⾼档餐厅等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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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类

中餐烹饪、
⻄餐烹饪

629001 北京市延
庆区第⼀职业学校
（P39-40提前招
⽣、P154-155统⼀
招⽣）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发展示范学校重点建设专业、
国际合作办学专业、北京市示范专业、⾸批特⾊⾼⽔
平专业、北京市创新团队。咨询电话:13601225735

2019年就业率 100%。⾼考升学: 北京
联合⼤学旅游学院（本科）、北京财贸
职业学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等。
就业：与⼤董餐饮投资有限公司的校企
深度合作，实现⼈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
⽆缝对接。北京⼤董烤鸭店、北京全聚
德烤鸭店、北京⾦茂威斯汀⼤酒店等星
级酒店从事中⻄餐烹饪、中⻄式⾯点、
营养配餐和餐饮管理⼯作。

⻄餐烹饪

606001：北京市丰
台区职业教育中⼼
学校（P32提前招
⽣、P146-147⻚统
⼀招⽣）

与北⼤⽅正职业技术学院中⾼职衔接；与万豪集团校
企深度合作。咨询电话：67634859

2019年除去升⼊⾼职院校之外都到万
豪集团旗下五星级酒店⼯作

605001：北京市劲
松职业⾼中（P31
提前招⽣、
P144-145统⼀招
⽣）

烹饪专业是北京市现代化标志专业、烹饪专业重点建
设实验实训基地、国际合作办学专业。为北京市涉外
四、五星级饭店培养⻄餐烹饪技术⼈才。该专业被评
为特⾊⾼⽔平肯⼲专业，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开办
“3+2”中⾼职衔接班。咨询电话：13693617755、
13601006539

王府饭店、⻓城饭店、贵宾楼饭店、新
侨饭店、中国⼤饭店、丽思卡尔顿饭店、
东⽅君悦⼤酒店、凯宾斯基饭店、⻓安
俱乐部、昆仑饭店、保利⼤厦、希尔顿
饭店、新时代⼤酒店、港澳中⼼、⾹格
⾥拉饭店、⻙斯汀酒店等。就业率 100%

612001：北京新城职
业学校（P35提前
招⽣、P150统⼀招
⽣）

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3+2中⾼职衔接，主要专业课
程有：⻄餐原料鉴别与选⽤、餐饮成本核算、⻄餐基
础厨房、⻄餐冷菜厨房、⻄餐热菜厨房、⻄餐⾯点厨
房、营养配餐、咖啡调剂、巧克⼒制作、糖艺等。可
关注北京新城职业学校公众号具体了解，咨询电话：
61533967, 19801066971

本专业⾯向酒店、餐馆、酒楼等餐饮企
业，培养从事⻄餐热菜制作、⻄餐冷菜
制作、⻄餐⾯点制作的⾼素质现代职业
⼈。优先推荐北京环球度假区餐饮相关
岗位⼯作，此外还有星级酒店、中⾼档
餐厅等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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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
理

会展服务与
管理（1.会展
营销与策划
⽅向 2.会展
设计⽅向）

400027：北京市对
外贸易学校
（P14-15提前招
⽣、P129-130统⼀
招⽣）

会展⾏业与北京国际交往中⼼的城市功能定位紧密
结合，是北京重要发展⾏业。我校是北京市会展课题
牵头校，北京市会展专业创新团队，与北⾠集团共同
建⽴北⾠会展服务管理学院，校企共育，聘请企业⼀
线专家任专业课教师，按实际需求培养；咨询电话
84204886

学⽣全部升⼊北京城市学院。学校与中
国国际展览中⼼、国家会议中⼼、励展
博览集团、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华港国际展览有限公司、雅森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北京京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北京亚海会展有限公司等校企合作，毕
业⽣就业创业机会多。

会展服务与
管理

400015：北京市园
林学校（P13提前招
⽣、P127-128统⼀
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向会展⾏业企业，从事会展营销、
会展设计和会展服务的⾼素质技术技能型⼈才。毕业
⽣主要就业⽅向为展览及会展服务类相关企业，展览
馆、博物馆等单位会展服务部⻔。
咨询电话：
61359863
61359836

本专业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会展策划
与管理”专业对接，学习⼆年，成绩合格
后获得⼤专学历。

国际商务
400029：北京市商
业学校（P15提前招
⽣、P130统⼀招⽣）

中奥合作、中⾼联⼿，定位国际贸易⾼端⼈才需求；
外教全程伴随，突出英⽂听说读写和熟练的外贸业务
操作培养为特⾊，打造国际商务⾼端⼈才；毕业⽣供
不应求。咨询电话：81765668、81765669

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单位有：国投
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北京
新保利⼤厦物业公司、国电置业有限公
司北京昌平中⼼

商务助理

605002：北京市求
实职业学校（P31
提前招⽣、P145统
⼀招⽣）

商务助理专业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合作“3+2中
⾼职衔接班”，学⽣学业合格，毕业后直接获得国家
承认的全⽇制⼤专学历。联系电话：64912554

企业事业单位⼈⼒资源管理、商务助理、
跨国公司的外事管理服务、签证服务、
国际⽂化交流接待、⾏政助理岗位、留
学机构与国际旅⾏社运营岗位。就业单
位同⽅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国际旅⾏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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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
理

商务助理
（新媒体运
营）

605002：北京市求
实职业学校（P31
提前招⽣、P145统
⼀招⽣）

商务助理（新媒体运营）与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合
作“3+2中⾼职衔接班”，学⽣学业合格，毕业后直接
获得国家承认的全⽇制⼤专学历。学校也可提供不同
语种的学习机会，学⽣毕业后也可选择留学深造。联
系电话：64912554

可在各类⽹络科技公司、管理咨询公司、
各类⼯商企事业单位从事客户经理（专
员）、新媒体营销主管（专员）、媒介
经理（专员）/渠道经理（专员）、活动
策划经理（专员）、产品经理（专员）
以及⽂案编辑、新媒体运营专员、新媒
体运营助理、⽤户运营等岗位。就业单
位如：新浪微博、中国教育电视台⽹络
台、阿⾥巴巴⼤⻥号等。

⽂秘

605002：北京市求
实职业学校（P31
提前招⽣、P145统
⼀招⽣）

⽂秘专业创办于 1983年，是国家改⾰发展示范校重
点建设专业、北京市示范专业、⻣⼲专业、创新团队。
北京市重点建设专业和实训基地，办学规模和⽔平在
北京市起着引领和示范作⽤。⽂秘（法律⽂秘）专业
与北京政法职业学院“3+2中⾼职衔接合作班”，五年
取得⼤专学历。联系电话：64912554

法院书记官、律师助理、司法助理，企
业速录师等岗位。就业单位如朝阳区法
院、朝阳区档案馆、宝葫芦集团等。

⼯程类

环境检测技
术

615001:北京市⼤兴
区第⼀职业学校
（P38提前招⽣、
P152-153统⼀招
⽣）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建筑⼯程技
术

800008：北京京北
职业技术学院（P8
提前招⽣、P78统⼀
招⽣）

专升本对⼝为北京建筑⼤学，升本录取率保持在
80%以上。毕业⽣有较好的上岗能⼒和⼯作潜⼒，得
到⽤⼈单位的⼴泛认可。89681662，公众号：京北
招就办

毕业⽣主要从事建筑⼯程中的施⼯、质
量控制与验收、材料检测、资料管理、
施⼯安全、概预算、招投标、⼯程监理
等技术和管理⼯作，也可以从事房地产
开发、企事业单位的基建⼯作和⼀般⺠
⽤建筑⼯程的设计⼯作，如中国建筑⼯
程总公司、中交隧道集团、中铁城建集
团。就业率⼀直保持在 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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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装
备与智
能制造
技术类

电⽓设备运
⾏与控制

400051：北京铁路
电⽓化学校(P18-19
提前招⽣ P132-133
统⼀招⽣）

对接北京电⼦科技职业学院。⾯向绿⾊能源产业、电
⼒⾏业、装备制造业，培养从事电⽓设备、⾃动化控
制系统、供配电系统、光伏发电系统的安装调试、运
⾏维修、技术改造、服务管理等相关⼯作的⾼素质技
术技能⼈才。咨询电话：69779414、60797798-8027

⾯向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中国铁路
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光电技术研
究所、中国航天科⼯集团、⻄⻔⼦（中
国）有限公司等电⼒与新能源发电、航
空航天、装备制造等⾏业企业，从事设
备与系统的调试、运维管理、售前与售
后服务、开发与设计等⼯作。

605005：北京市电
⽓⼯程学校（P32
提前招⽣）

3+2对接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北京施耐德公司
共同打造施耐德电⽓⼯程师学院。培养从事⾼低压供
配电系统运维、智能电⽹系统施⼯与维护、城市智能
⾃动化系统等⾼级技术⼈才。咨询电话 64312167、
13521228757赵⽼师（微信同号）

⾯向北京电⼒局、华北电⼒局、施耐德
公司、外交部、中航等国企单位从事电
⼒运维⼯作。

⻜机维修
（⻜机电⼦
维修⽅向）

615001:北京市⼤兴
区第⼀职业学校
（P38提前招⽣、
P152-153统⼀招
⽣）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机维修
（⻜机与发
动机维修⽅
向）

615001:北京市⼤兴
区第⼀职业学校
（P38提前招⽣、
P152-153统⼀招
⽣）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机电技术应
⽤

615001:北京市⼤兴
区第⼀职业学校
（P38提前招⽣、
P152-153统⼀招
⽣）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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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装
备与智
能制造
技术类

机电技术应
⽤

400051：北京铁路
电⽓化学校(P18-19
提前招⽣ P132-133
统⼀招⽣）

对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向城市轨道交通⾏业
企业，培养从事城市轨道交通机电设备运营、维护、
管理和技术改造等相关⼯作的⾼素质技术技能⼈才。
拥有集教学、培训、技能鉴定于⼀体的北京市示范性
重点实训基地，是北京市特⾊⾼⽔平⻣⼲专业（群）
建设专业。咨询电话：69779414、60797798-8027

⾯向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及轨道交通机电
设备制造企业、机电技术服务企业及其
他⼤中型加⼯制造类企业，从事城轨综
合机电维修⼯、城轨电动列⻋检修⼯、
城轨变电值班员等⼯作。

400002：北京⽔利
⽔电学校（P11提前
招⽣、P126统⼀招
⽣）

与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合作。培养服务于⾸都经济
和⽔务事业发展，从事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维护、
维修、营销及管理等⼀线岗位⼯作的⾼端技能型专⻔
⼈才。咨询电话：65772221/65774111

主要⾯向⽔务单位就业，同时结合本⼈
意愿也可⾯向航天、轨道交通、汽⻋、
环保、⽣物医药等⾏业推荐就业，从事
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运⾏、维护、
维修、营销及技术管理等⼯作。

空港机电设
备运⾏与管
理

400051：北京铁路
电⽓化学校(P18-19
提前招⽣ P132-133
统⼀招⽣）

对接北京电⼦科技职业学院。⾯向⾸都机场、⼤兴国
际机场、北京市航空业、各⺠航公司，培养从事空港
机电设备运⾏管理、⺠⽤⻜机的维护、勤务、故障排
除和修理等相关⼯作的⾼素质技术技能⼈才。
咨询电话：69779414、60797798-8027

⾯向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机维修⼯
程有限公司（简称 Ameco）、海南航空
公司、东⽅航空公司、南⽅航空公司、
⾸都国际机场、⼤兴国际机场。⽬前⽆
毕业⽣。

建筑智能化
设备安装与
运维

605005：北京市电
⽓⼯程学校（P32
提前招⽣、P146统
⼀招⽣）

3+2对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海尔智能技术应⽤
学院。北京市示范专业。培养从事建筑智能化⼯程设
计专业、BIM建筑与机电、楼控组件安装与测试等有
线电视、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安全保卫⾃动化系统、
消防监控⾃动化系统的安装、运⾏、维护等领域的⾼
级技术⼈才。咨询电话：64312167、13521228757（赵
⽼师）

⾯向北京电⼒局、华北电⼒局、施耐德
公司、海尔集团、外交部、中航等国企
单位从事楼宇智控⼯作。

楼宇智能化
设备安装与
运⾏

400017：北京⾦隅
科技学校（P13-14
提前招⽣、P128统
⼀招⽣）

本专业与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安全防范技术专业实施
“3+2”中⾼职衔接，主要⾯向政法机关、⺠航、⾦融
机构、国家会议中⼼等企事业单位，从事安全防范、
智慧楼宇运⾏管理⼯作。咨询电话：王⽼师
13621078617

公安部第⼀研究所、故宫博物院、⾸都
机场、国家会议中⼼、⼤兴国际机场等
企业就业，就业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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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装
备与智
能制造
技术类

机械制造与
⾃动化(航
空航天⽅
向)

800006：北京⼯业
职业技术学院（P78
⻚统⼀招⽣）

培养具有机械制造与⾃动化基础理论、拥有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能在⾼端制造业和智慧城市运⾏所需的
设备运⾏与维护中从事机械设计制造、技术开发、运
⾏管理、操作维护、维修和售后技术服务等⽅⾯⼯作
的⾼端技能型⼈才。
办公电话 51511380，移动电话 13521079286

主要就业单位有中国商⽤⻜机有限公
司、航天⼆院、航天三院、航天六院、
北京⻄⻔⼦⻄伯乐斯电⼦有限公司、同
⽅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铁路局、
北京铁路信号有限公司、南⽅航空、北
京⼭太公务机维修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远程⻜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中电智能
卡有限责任公司等现代制造企业。

汽⻋运⽤及
维修

615001:北京市⼤兴
区第⼀职业学校
（P38提前招⽣、
P152-153统⼀招
⽣）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612001：北京新城职
业学校（P35提前
招⽣、P150统⼀招
⽣）

与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3+2中⾼职衔接，学习专
业课程有汽⻋发动机维修与检修、汽⻋安全性检测、
底盘构造与检修、新能源结构与艺术、电控系统检测
与维修、电⽓设备系统修理、汽⻋维修服务接待等。
咨询电话：61533967, 19801066971

就业率 98%以上，就业单位有：北京环
耀盛世新能源汽⻋销售有限公司、腾远
兴顺汽⻋服务有限公司、东⻛本⽥ 4S
店、吉利汽⻋ 4S店等，从事汽⻋检测
维修、零配件管理、汽⻋维修业务接待、
汽⻋及配件销售等⼯作。

数控技术应
⽤

400017：北京⾦隅
科技学校（P13-14
提前招⽣、P128统
⼀招⽣）

本专业与北京⼯业职业技术学院 3+2中⾼职衔接，
⾼职专业为三维数字化设计与３Ｄ打印。本专业毕业
⽣⾯向北京市⾼端医疗、⽂化创意、航空航天等⾼端
企业；从事计算机数字化设计、逆向建模、数据处理
及分析、⾼端智造３Ｄ打印等技术服务⼯作。咨询电
话：陈⽼师 13661208561

该专业毕业⽣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
单位是：清华紫光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端医疗企业）、魔猴科技有限公司（３
Ｄ打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北京卫
星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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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装
备与智
能制造
技术类

数字媒体技
术应⽤

400012：北京市⾃
动化⼯程学校（P11
提前招⽣、P126统
⼀招⽣）。

本专业培养三维数字化模型建⽴、VR/AR 应⽤技
术、数字化内容 制作、以及 3D 打印等核⼼技术，
培养可持续发展和设计创新能⼒，能从事数字化建
模、虚拟现实应⽤技术和交互媒体技术应⽤等核⼼竞
争⼒的“⾼精尖”应⽤型技术技能⼈才。
电话：64858001、⼿机: 13691241158

此专业为 3+2中⾼职衔接专业，学⽣
100%升⼊⾼职学习。毕业⽣主要⾯向腾
讯、⽹易、百度、华为、联想、曼恒科
技等企业，从事 VR ⽂化、医疗、建筑、
影视、游戏等资源开发、模型设计等技
术服务⼯作。

⽆⼈机操控
与维护技术

400012：北京市⾃
动化⼯程学校（P11
提前招⽣、P126统
⼀招⽣）。

本专业学习⽆⼈机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低空⽆⼈机
⻜⾏技术。培养⽆⼈机安装、调试、操控、维护维修
等⾼素质技能型⼈才，毕业后可从事⽆⼈机的⽣产、
安装、调试、 维护、营销、⻜⾏、训练、表演等岗
位⼯作。
电话：64858001、⼿机：13691241158

学⽣ 100%升⼊⾼职，毕业⽣主要⾯向
国⼟资源局、电⼒系统、农业植保系统、
电视台、影视公司、报社、公安、边防
巡逻、侦查与武装打击、婚庆公司等领
域，从事⽆⼈机⽣产、组装、操作与简
单编程、⽆⼈机管理、维护、维修、营
销及售后服务。

物联⽹技术
应⽤（智能
家居⽅向）

400051：北京铁路
电⽓化学校(P18-19
提前招⽣ P132-133
统⼀招⽣）

对接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计算机通信和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业，培
养从事物联⽹系统设备安装与调试、物联⽹系统运⾏
管理与维护、物联⽹系统应⽤软件开发、物联⽹项⽬
的规划和管理⼯作的⾼素质技术技能⼈才。咨询电
话：69779414、60797798-8027

⾯向航天集团、华为公司、⻘岛海尔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歌公司、新⼤陆科
技集团、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清华⽐威⽹络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从
事物联⽹系统设备安装与调试、物联⽹
系统运⾏管理与维护、物联⽹系统应⽤
软件开发、物联⽹项⽬的规划和管理等
⼯作。⽬前⽆毕业⽣。

制冷和空调
设备运⾏与
维护

605005：北京市电
⽓⼯程学校（P32
提前招⽣、P146统
⼀招⽣）

3+2对接北京电⼦科技职业学院。海尔智能技术应⽤
学院。培养制冷与空调设备的安装、调试、运维，新
⻛系统、空⽓净化系统等⽅⾯的⾼端应⽤技术型⼈
才。咨询电话：64312167、13521228757（赵⽼师）

⾯向北京电⼒局、华北电⼒局、海尔集
团、外交部、中航等国企单位从事制冷
设备运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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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装
备与智
能制造
技术类

智能制造技
术应⽤

400012：北京市⾃
动化⼯程学校（P11
提前招⽣、P126统
⼀招⽣）。

本专业是“中国制造 2025计划”重点发展领域。主要
⾯向智能制造⾏业，培养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素
养，具备机器⼈⼯作站的⽇常维护与运⾏、数控机床
编程与操作、智能设备安装、调试与维护能⼒的⾼素
质技术技能⼈才。电话：64858001
⼿机：13691241158

此专业为 3+2中⾼职衔接专业，学⽣
100%升⼊⾼职学习。
本专业毕业⽣主要⾯向北京现代、航天
⼆院、中国商⽤⻜机有限公司、北京三
维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铁路局、南
⽅航空等现代制造企业，从事智能设备
运⾏维护、安装、调试与管理、操作、
编程、维修及售后、仓储管理、数字化
设计（CAD）、⼯程制造（CAM）等岗
位的⼯作。

智能终端电
⼦产品维护
与维修

400027：北京市对
外贸易学校
（P14-15提前招
⽣、P129-130统⼀
招⽣）

智能终端电⼦产品维护与维修专业是科技发展前沿
——⼈⼯智能领域重要组成部分，本专业教师有丰富
的⾏业经验，实践教学，实习实训设施先进，学⽣实
操技能出⾊，发展前景⼴阔；咨询电话 84638050

智能终端电⼦产品维护与维修专业与北
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头专业——电⼦
信息⼯程技术专业 3+2对接，学校拥有
丰富的就业资源，毕业⽣有机会到中国
电⼦集团、中国航天集团下属科研院所
⼯作，就业前景⼴阔。

计算机及数
码产品维修

615001:北京市⼤兴
区第⼀职业学校
（P38提前招⽣、
P152-153统⼀招
⽣）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电⼦与信息
技术

605005：北京市电
⽓⼯程学校（P32
提前招⽣、P146统
⼀招⽣）

本专业 3+2直升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可编
程逻辑控制器、单⽚机等内容。64312167，
13521228757赵⽼师（微信同号）

就业分配在施耐德公司、北京电⼦研究
院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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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专、技校、职业⾼中

中专、技校、职业⾼中就业针对性强，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的技术技能，同时也满⾜后期学习能⼒⽐较强的学⽣
升学意愿。择优录取，没有 低分数线要求。

专业

分类

专业

名称

相关院校

(简章代码及⻚

码)
专业介绍及咨询电话 2020年就业情况

财经类
电⼦商务（移动
商务⽅向）

400014：北京市
经济管理学校
(P12提前招⽣)

移动商务专业培养具备移动互联⽹技术、电⼦商务
基础和移动商务运营管理等相关知识，具备运营管
理、营销策划、应⽤设计等能⼒。能在移动互联⽹
和相关服务、批发零售、制造等⾏业，从事移动商
务运营管理、⽆线端新媒体营销运营、微⽹站建设
与维护、移动端UI 设计等⼯作。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数字艺术专业集群，拥有⼀⽀由专业教
师和企业专家组成的优秀教学团队，
2020年被市教委评为北京市职业院校
“专业创新团队”，其中北京市⻣⼲教师
5⼈，中⾼级职称 12⼈。近三年师⽣在
全国职业技能⼤赛和北京市职业技能⼤
赛中屡获佳绩。教学设施先进，拥有校
内 11个专业实训基地及多个校外实习基
地，电⼦商务类专业群和北京经济管理
职业学院实施“3+2”中⾼职衔接。与北京
⽔晶⽯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软
易⽂化有限公司、北京星辉驰远⽂化传
媒有限公司等10多家京津冀的中⼩型数
字创意⽂化公司合作共建专业和实训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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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类

会计事务（智慧
财税⽅向）

400014：北京市
经济管理学校
(P12提前招⽣、
P127统⼀招⽣)

⽴⾜⾸都经济和财税⾏业的发展，⾯向财经管家、
企业财税外包、企业财税综合管理等岗位群，培养
具有良好的综合素养的技术技能型⼈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财经⾦融专业集群，拥有⼀⽀教学经验
丰富、科研能⼒突出的优秀师资队伍。
其中，北京市优秀教师 1名，北京市职
教名师 1名、专业带头⼈ 4名、⻣⼲教
师 1名，双师型教师占 95%，硕⼠研究
⽣以上学历教师占 90%，中⾼级职称教
师占 70%以上。教学设施现代化，拥有
云财务共享、实账演练、沙盘实战、财
税⼀体化、互联⽹⾦融等多个实习基地。
财经系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会计学
院合作，联合实施“3+2”中⾼职衔接⼈才
培养，共筑“会计师”、“经济师”的摇篮。

会计

500020：北京市
经贸⾼级技术学
校（P27提前招
⽣、P141-142统
⼀招⽣)

北京市教委认定的“示范专业”，与北京财贸职业学
院衔接“3+2”模式实验班。在校主要学习会计专业
相关知识，可考取初级会计职称。电话：89346368

与北京中企开元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建⽴
校企合作，开创共建⼈才培养模式，在
校内成⽴中企开元会计⼯⼚，从⽽满⾜
学⽣实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培养模
式。

会计事务（税务
代理⽅向）

400030：北京商
贸学校（P16-17
提前招⽣、
P131-132统⼀招
⽣）

师资⼒量雄厚，专业实训设施⻬全，与强校联合，
课程具有针对性，根据市场需求进⾏专业教学，未
来⼯作岗位众多，学⽣就业稳定，收⼊可观。招⽣
电话：60221398/60223154

新专业，暂未有学⽣转段（会计专业税
务⽅向）

电⼦商务

400031：北京市
供销学校（P17
提前招⽣、P132
统⼀招⽣）

校内建⽴京东电商⼈才培养基地，与京东共建⼈才
培养模式。通过双⽅努⼒合作，实现学⽣理论学习
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从⽽提⾼学⽣电⼦商务运营的
各项专业技能。电话：60222458

培养从事现代商务活动的⽹络营销、电
商平台搭建、运营、管理、⽹上交易、
⽹上信息的收集与发布、物流企业信息
管理等⼯作的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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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类

电⼦商务

500020：北京市
经贸⾼级技术学
校（P27提前招
⽣、P141-142统
⼀招⽣)

校内建⽴京东电商⼈才培养基地，与京东共建⼈才
培养模式。通过双⽅努⼒合作，实现学⽣理论学习
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从⽽提⾼学⽣电⼦商务运营的
各项专业技能。电话：89346368

培养从事现代商务活动的⽹络营销、电
商平台搭建、运营、管理、⽹上交易、
⽹上信息的收集与发布、物流企业信息
管理等⼯作的管理⼈员。与江苏京东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合众思壮电⼦商
务有限公司校企合作

500026：北京市
城市管理⾼级技
术学校（P28提
前招⽣、P142统
⼀招⽣）

从事⽹络商务交易、图⽚⼴告设计、客户服务管理、
商品影像制作等。⽥⽼师 18511185510、
010-69265632

⾯向电⼦商务、电⼦信息、计算机⽹络、
⼴告设计、影视后期处理等⾏业企业。

611002:房⼭职
业学校(P35提
前招⽣，P150统
⼀招⽣，P219宣
传⻚)

阳光专业成⽴于 2019年，是在教委的部署、残联
的⽀持、区域的希望和家⻓们的需求中应运⽽⽣，
为北京市初三随班就读及残疾学⽣量身打造。咨询
电话：69323705

阳光专业（园林绿化、电⼦商务）成⽴
于 2017年，暂⽆毕业⽣

电⼦商务（电商
运营⽅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较⾼的商务外语⽔平、熟悉跨
境电商企业经营流程，具备市场调研、⽹络营销策
划、⽂案编写、商务谈判、产品与品牌推⼴等能⼒，
能够熟练掌握移动互联⽹技术进⾏⽹站搭建、⽹店
建设和⽹络推⼴，可从事跨境电⼦商务活动、⾃主
创业的应⽤型⼈才。15901398929

适合从事商务信息搜集与管理、⽹上商
品交易、电⼦商务结算、⽹络营销、⽹
站制作等技术性⼯作，也适合从事贸易、
营销、物流等管理⼯作

电⼦商务（电⼦
商务与财务管理
⽅向）

500018：北京市
应⽤⾼级技⼯学
校 P26提前招
⽣、P140-141统
⼀招⽣

培养⽬标：培养掌握电⼦商务基本理论、会计核算
技能及财务管理等专业知识的⼈才。咨询电话：
67625047

就业去向：北京银联商务有限公司、中
信银⾏、中国银⾏信⽤卡中⼼、北京建
投科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电信发
展有限公司。推荐就业率：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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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类

电⼦商务（⺠航
商务信息管理⽅
向）

500018：北京市
应⽤⾼级技⼯学
校 P26提前招
⽣、P140-141统
⼀招⽣

培养⽬标：培养⺠航地勤服务、航空物流等领域的
⾼技能⼈才。咨询电话：67625047

就业去向：中国联航地⾯服务有限公司、
⾸航环宇（北京）航空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昱翔航空服务有限公司、⾸都机场、
⼤兴机场等。推荐就业率：98%。

电⼦商务（⽹络
营销⽅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本专业培养适应北京电⼦商务⾏业发展、适应京津
冀协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具有良好职业道
德和职业素质，扎实的、系统的现代经济、管理和
信息技术等多种知识和电⼦商务综合技能。
15611681133

从事电⼦商务客户关系管理、⽹络营销、
⽹络编辑、电⼦商务⽹站设计、移动电
⼦商务、电⼦商务⽹站系统维护管理、
电⼦商务公关与营销策划、⽹店运维、
⽹店推⼴、单位⽂员、⾏政⼈员等岗位。

电⼦商务（⽹⻚
设计⽅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较强对审美能⼒和美⼯功底、
熟悉设计⽅案策划，具备⽹⻚内容排版、客户⼼理
分析、⽂案编写、设计主题定位、创新的能⼒，能
够熟练掌握 。操作系统和浏览器及数据调试、移
动互联⽹技术进⾏⽹站搭建、和 PS、AI、FLASH、
Dreamweaver 等软件的使⽤，可从事⽹站UI（⽤
户界⾯）、UE（⽤户体验）设计的应⽤型⼈才。
15901398929

适合从事⽹⻚美⼯设计师、⽹站 后台⼯
程师、⽹站优化师、⽹站前端设计、视
觉设计师等⼯作。

跨境电⼦商务

605001：北京市
劲松职业⾼中
（P31提前招
⽣、P144-145统
⼀招⽣）

本专业培养从事跨境电⼦商务运营、⽹店规划与设
计、商品选品与分析、营销及物流相关岗位的专业
技能型⼈才。学⽣毕业后可以进⼊电⼦商务、跨境
电商相关企业⼯作，也可以进⼊到⾼⼀级院校继续
深造。咨询电话：13693617755、13601006539

电⼦商务、跨境电商相关企业⼯作，如
阿⾥速卖通、EBAY、Amazon 等，也可
以进⼊到⾼⼀级院校继续深造。

汽⻋服务与营销

400029：北京市
商业学校（P16
提前招⽣、P131
统⼀招⽣）

营销与服务把握未来的技能，携⼿祥⻰博瑞⾼端
4s 店采⽤现代学徒培养模式。汽⻋⾼端引领+名企
⼤师指导。咨询电话：81765668、81765669

就业率 100%。主要就业单位有：北京祥
⻰博瑞汽⻋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北
京市旧机动⻋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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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技
术、电⼦
信息类

电⽓⾃动化设备
安装与维修

500005：北京电
⼦信息技师学院
（P21-22提前
招⽣、P135-136
统⼀招⽣）

主要培养具备⾃动化技术理论，掌握电⽓⾃动化设
备安装、调试、维护技术的⾼技能⼈才。朝阳校区：
电话：64363542、通州校区：电话：89568684

为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央视、中国
中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国⼴物业、
北⽅物业等城市运⾏保障企业订单培
养。

电⼦技术应⽤
（航空安全检查
设备操作与维护
⽅向）

500005：北京电
⼦信息技师学院
（P21-22提前
招⽣、P135-136
统⼀招⽣）

培养机场安全检查、停机坪安保、货物检查、⻜机
监护、专包机安检岗位的专业⼈才。
朝阳校区：电话：64363542，通州校区：电话：
89568684

为中国航天科⼯⻜航技术研究院（中国
航天三院）等航天企业订单培养

电⽓⾃动化设备
安装与维修

500015：北京轻
⼯技师学院
（P24-25提前
招⽣、P138-139
统⼀招⽣）

本专业⾯向城市供⽤电⾏业企业，培养掌握智能电
⽹电⼒运⾏和维护；⾃动⽣产线、智能电⽓⾃动化
系统设计、安装、调试、维修、运营和管理等职业
能⼒的⾼技能⼈才。咨询电话：满⽼师
13671294251；李⽼师 18813116175。

第 45届世界技能⼤赛电⽓装置中国集
训基地，国家⼈社部⼀体化课程教学改
⾰试点单位，就业率 98%以上，部分就
业单位有：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北京
奔驰汽⻋有限公司、北京京⽔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路明路灯电⽓安装有限
公司、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国
家电⽹北京市电⼒公司等企业。

500018：北京市
应⽤⾼级技⼯学
校 P26提前招
⽣、P140-141统
⼀招⽣

培养⽬标：培养具有⾼、低压维修电⼯专业知识和
操作技能的中、⾼级技术⼈才
咨询电话：67625047

就业去向：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国
资委、北京京电电⽹维护集团、⾸都机
场动⼒能源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学后
勤集团、中国外交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等。推荐就业率：98%。

电⽓⾃动化设备
安装与维修（电
⽓⾃动化、电⼦
技术应⽤⽅向）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电⽓⾃动化设备安装、调试与维修技术的
复合型⾼素质技能型⼈才。机电分院海淀校区：
88466810、机电分院沙河校区：80719912

北京⾸都国际机场、钓⻥台国宾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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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技
术、电⼦
信息类

电⽓⾃动化设备
安装与维修（供
电变配电⽅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学⽣掌握维修电⼯、⾼低压设备 。运⾏基本操作、
线路仪表装接、各式特种电⽓设备及特种⻋辆电⽓
线路安装、维护、使⽤与管理等⼯作所必须的⾼技
能技术。13426258119

配电室值班电⼯（⾼压配电室）、低压
设备运⾏操作员、电⼒设备监控员，机
场电⽓设备保养维护员、机场设备维修
员及设备运维管理员。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通过本专业的学习，学⽣掌握维修电⼯、⾼低压设
备运⾏基本操作、线路仪表装接、各式特种电⽓设
备及特种⻋辆电⽓线路安装、维护、使⽤与管理等
⼯作所必须的⾼技能技术。15611681133

配电室值班电⼯（⾼压配电室）、低压
设备运⾏操作员、电⼒设备监控员，机
场电⽓设备保养维护员、机场设备维修
员及设备运维管理员。

电⽓⾃动化设备
安装与维修（机
场机电设备运维
⽅向）

500005：北京电
⼦信息技师学院
（P21-22提前
招⽣、P135-136
统⼀招⽣）

主要培养具备⾃动化技术理论，掌握电⽓⾃动化设
备安装、调试、维护技术的⾼技能⼈才。朝阳校区：
电话：64363542、通州校区：电话：89568684

为北京博维航空设施管理有限公司订单
培养。朝阳校区：电话：64363542、通
州校区：电话：89568684

电⽓⾃动化设备
安装与维修（机
场运⾏维护⽅
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通过本专业的学习，使学⽣能够对机场所辖区域供
配电室、暧通空调配电、电梯控制室供电给排⽔供
电、照明系统设备运⾏、低压控制室，航班信息供
电系统等设备的巡视、检查、维护和维修⼯作。
13426258119

机场设备操作员、机场设备监控员、机
场设备保养维护员、机场设备维修员及
设备运维管理员。

电⽓⾃动化设备
安装与维修（空
港动⼒能源⽅
向）

500005：北京电
⼦信息技师学院
（P21-22提前
招⽣、P135-136
统⼀招⽣）

主要培养具备⾃动化技术理论，掌握电⽓⾃动化设
备安装、调试、维护技术的⾼技能⼈才。朝阳校区：
电话：64363542、通州校区：电话：89568684

为北京⾸都机场动⼒能源有限公司订单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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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技
术、电⼦
信息类

电⽓⾃动化设备
安装与维修

500026：北京市
城市管理⾼级技
术学校（P28提
前招⽣、P142统
⼀招⽣）

培养从事电⽓系统安装、调试与维修等⼯作的⾼技
能⼈才。18511185510 ⽥⽼师、010-69265632。

⾯向北京市城市运⾏管理⾏业企业。

变配电设备运⾏
与维护（智能运
维⽅向）

500026：北京市
城市管理⾼级技
术学校（P28提
前招⽣、P142统
⼀招⽣）

培养从事电⼒设施、设备智能运维、监控、调度指
挥等的⾼技能⼈才。18511185510 ⽥⽼师、
010-69265632。

⾯向新型电能服务⾏业。

电梯⼯程技术
（机场电梯运⾏
维护⽅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学⽣毕业后可从事机场电梯（扶梯、滚梯、直梯、
平梯等）保养、安装、维修、⼤修、调试、检测等
⼯作，可在电梯⽣产制造、维保⾏业、安装及施⼯
⾏业进⾏⼯作。13426258119

机场电梯设备技术员(电梯设备⼯程师)、
电梯安装施⼯员(建造师)、电梯⼯程施⼯
监理员(监理⼯程师)、电梯质检员、物业
管理员等岗位。

电⼦技术应⽤

500015：北京轻
⼯技师学院
（P24-25提前
招⽣、P138-139
统⼀招⽣）

本专业⾯向电⼦产品⽣产、应⽤企业，培养掌握智
能化电⼦产品的安装、调试、编程、维护、改造及
⾃动控制系统设计、电⼦产品⽣产组织与销售等职
业能⼒的⾼技能⼈才。咨询电话：满⽼师
13671294251；李⽼师 18813116175。

第 45届世界技能⼤赛电⽓装置中国集
训基地，国家⼈社部⼀体化课程教学改
⾰试点单位，就业率 98%以上，部分就
业单位有：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北京
奔驰汽⻋有限公司、北京京⽔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路明路灯电⽓安装有限
公司、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国
家电⽹北京市电⼒公司等企业。

电⼦技术应⽤
（航天电⼦⽅
向）

500005：北京电
⼦信息技师学院
（P21-22提前
招⽣、P135-136
统⼀招⽣）

从事卫星、⽕箭等航天器件的组装、调试、检测、
维修等相关⼯作。朝阳校区：电话：64363542，
通州校区：电话：89568684

为中国航天科⼯⻜航技术研究院（中国
航天三院）等航天企业订单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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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技
术、电⼦
信息类

电⼦技术应⽤
（集成电路⽅
向）

500005：北京电
⼦信息技师学院
（P21-22提前
招⽣、P135-136
统⼀招⽣）

培养半导体器件芯⽚设计、制造的⾼技能⼈才。朝
阳校区：电话：64363542，通州校区：电话：
89568684

为北京燕东微电⼦有限公司和北京北⽅
华创微电⼦装备有限公司订单培养。

⼯业机器⼈应⽤
与维护

500015：北京轻
⼯技师学院
（P24-25提前
招⽣、P138-139
统⼀招⽣）

本专业⾯向⼯业机器⼈应⽤等⾼精尖产业，培养具
有⼯业机器⼈安装、调试、编程、维修、运⾏与管
理、售后服务等职业能⼒的⾼技能⼈才。咨询电话：
满⽼师 13671294251；李⽼师 18813116175。

第 45届世界技能⼤赛电⽓装置中国集
训基地，国家⼈社部⼀体化课程教学改
⾰试点单位，就业率 98%以上，部分就
业单位有：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北京
奔驰汽⻋有限公司、北京京⽔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路明路灯电⽓安装有限
公司、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国
家电⽹北京市电⼒公司等企业。

机电⼀体化技术

500015：北京轻
⼯技师学院
（P24-25提前
招⽣、P138-139
统⼀招⽣）

本专业⾯向机电⼀体化设备⽣产和应⽤企、事业单
位，培养熟悉企业⽣产流程并能按照作业规范完成
机电⼀体化设备安装、编程、调试与维护等⼯作的
知识技能型⼈才。咨询电话：满⽼师 13671294251；
李⽼师 18813116175。

第 45届世界技能⼤赛电⽓装置中国集
训基地，国家⼈社部⼀体化课程教学改
⾰试点单位，就业率 98%以上，部分就
业单位有：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北京
奔驰汽⻋有限公司、北京京⽔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路明路灯电⽓安装有限
公司、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国
家电⽹北京市电⼒公司等企业。

机器⼈技术与应
⽤

615001:北京市
⼤兴区第⼀职业
学校（P38提前
招⽣、P152-153
统⼀招⽣）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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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技
术、电⼦
信息类

楼宇⾃动控制设
备安装与维护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楼宇智能化系统安装与调试、检测与维
护、⼯程管理、项⽬验收等⼯作的⾼素质技能型⼈
才。轻⼯分院：67633851

国贸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柏斯
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

楼宇⾃动控制设
备安装与维护
（航站楼保障⽅
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可从事机场航站楼智能照明控制系统，航站楼安
防、消防系统，航站楼楼宇综合布线系统、航站楼
智能电视电话系统等⽅便的⼯作。可在楼宇⾃动化
技术公司、物业管理企业、楼宇智能化设备制造企
业⾃有择业。13426258119

航站楼智能楼宇设备安装员，智能楼宇
设备调试员，综合布线维护员、技术⽀
持等岗位。

楼宇⾃动控制设
备安装与维修

500018：北京市
应⽤⾼级技⼯学
校 P26提前招
⽣、P140-141统
⼀招⽣

培养⽬标：培养从事建筑智能化系统管理及设备管
理、运⾏与维护的⾼技能⼈才。咨询电话：67625047

就业去向：中国航天科⼯集团、航天三
院、北京天通中医院、北京有⾊⾦属与
稀⼟应⽤研究所、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
司等。推荐就业率：98%。

通信终端设备制
造与维修

500018：北京市
应⽤⾼级技⼯学
校 P26提前招
⽣、P140-141统
⼀招⽣

培养⽬标：培养具有现代通信技术，从事移动通信
终端设备⽣产、运营与维护的复合型⼈才。咨询电
话：67625047

就业去向：北京京宏景通讯技术有限公
司、⼩⽶科技有限公司等。推荐就业率：
98%。

演艺设备安装与
调试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演艺设备安装与调试、运⾏与维护等⼯作
的⾼素质技能型⼈才。轻⼯分院：67633851

国家⼤剧院、煤矿⽂⼯团、东四⼯⼈⽂
化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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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技
术、电⼦
信息类

制冷设备运⽤与
维修（机场空调
运⾏维护⽅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学⽣毕业后可取得制冷设备⾼级维修⼯证书，可从
事机场制冷设备（空调，冷库）安装、运⾏、调试、
维修等⼯作，可在制冷设备⽣产、维护、安装⾏业
⾃由择业，具备独⽴解决问题的能⼒。13426258119

制冷设备安装⼯、制冷设备调试⼯、中
央空调安装⼯等⼯作岗位。

⾼端装
备与智
能制造
技术类

3D打印技术应
⽤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符合北京⾮⾸都功能定位，具备⼯业创意设计
与数字制造等⽅⾯知识的复合⼈才和 3D设计专业
技能的⾼素质技能型⼈才。机电分院海淀校区：
88466810

航天科⼯集团三院增材制造技术研究应
⽤中⼼、北京增材制造技术研究院等。

500018：北京市
应⽤⾼级技⼯学
校 P26提前招
⽣、P140-141统
⼀招⽣

培养⽬标：培养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就业能⼒，
从事 3D打印产品设计，3D打印设备操作、维护和
管理以及逆向⼯程相关⼯作的中、⾼级技能⼈才。
咨询电话：67625047

就业去向：北京⼯业⼤学 3D打印中⼼、
北京航天航空⼤学—北京煜鼎增材制造
研究院等。推荐就业率：98%。

3D打印技术应
⽤（数字⼝腔⽅
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向产品制造企业、3D打印服务业，培养掌握产
品设计、模具设计和 3D打印的知识与技能，具备
3D打印技术应⽤能⼒，能从事 3D产品设计、⼯业
产品设计、三维扫描仪逆向造型、3D打印设备操
作、设备维护及管理等⼯作，有⼀定的⾃我学习、
⾃我发展能⼒、创新、创业能⼒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的技能应⽤型⼈才。15611681133

主要⾯向机械装备制造业、汽⻋制造业、
⼯程机械制造业、电⼦信息⾏业、航空
制造、医学、农业、轻⼯⾏业等，从事
3D建模、三维测量、3D打印制造、模
具设计、产品设计、 ⼯业设计、产品质
量检验等众多领域。

城市轨道交通⻋
辆运⽤与维修

500018：北京市
应⽤⾼级技⼯学
校 P26提前招
⽣、P140-141统
⼀招⽣

培养⽬标：培养城市地铁⻋辆制造与维修的技术⼈
才。咨询电话：67625047

就业去向：北京地铁⻋辆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等。推荐就业率：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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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装
备与智
能制造
技术类

⼯量具制造与维
修（航空航天精
密零件调试与试
验⽅向）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具有机械⼯艺装配加⼯、制造、安装、调试与
维护和常⽤计量测试仪器、仪表操作和维护能⼒的
⾼素质技能型⼈才。机电分院海淀校区：88466810

中科院⾼能物理研究所、铁道科学院等

⼯业机器⼈技术
应⽤（智慧物流
⽅向）

400012：北京市
⾃动化⼯程学校
（P11提前招⽣、
P126统⼀招⽣）

本专业主要学习互联⽹+背景下智慧物流专业知
识，熟悉智慧物流相关软、硬件设备的操作；掌握
⼯业机器⼈运⾏与维护基础理论和操作技能；能独
⽴从事订单管理、运输管理、仓储管理系统等现代
物流企业⼀线⼯作的⾼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
才。电话：64858001，⼿机：13691241158

此专业为 2020年新增加专业，校企合作
单位：北京科教创新信息科学研究院。
就业⾯向：本专业主要⾯向物流、电商、
制造、商贸等相关⾏业企业 。

⽕电⼚集控运⾏
（固废发电）

500003：北京市
仪器仪表⾼级技
⼯学校（P21提
前招⽣、P135统
⼀招⽣）

本专业与北京控股集团校企合作订单班，培养从事
固废发电设备运⾏、维护的中、⾼级技能⼈才。本
专业具有⼀定的专业特⾊：校企合作，订单培养；
中德国际合作办学 ；多元培训渠道，优秀毕业⽣
可进⼊德国进⾏再培训；先进的教学设备。联系电
话：18510995700、 13426161870

本专业为中国企业 500强的北京控股集
团订单班，毕业⽣全部择优分配到的北
京控股集团下属固废发电企业就职，从
事设备的运⾏、维护、集控运⾏等⼯作。
固废发电产业同时也是国家重点发展绿
⾊环保产业，具有良好的就业保障。

机械设备装配与
⾃动控制

500018：北京市
应⽤⾼级技⼯学
校 P26提前招
⽣、P140-141统
⼀招⽣

培养⽬标：培养具有机械设备装配技术、⾃动控制
操作的⾼级技⼯。咨询电话：67625047

就业去向：中国航天科⼯第三研究院、
中国电⼦科技集团第 11研究所、北京市
有⾊⾦属与稀⼟应⽤研究所、北京达博
有⾊⾦属焊料有限公司、劳⼒⼠（北京）
有限公司等。推荐就业率：98%

楼宇⾃动控制设
备安装与维护

500005：北京电
⼦信息技师学院
（P21-22提前
招⽣、P135-136
统⼀招⽣）

学习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安全保卫⾃动
化系统、消防监控⾃动化系统的安装、运⾏、维护
等专业知识。朝阳校区：电话：64363542，通州
校区：电话：89568684

为央视、中国中旅酒店（集团）有限公
司、国⼴物业、北⽅物业等城市运⾏保
障企业订单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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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装
备与智
能制造
技术类

楼宇⾃动控制设
备安装与维护
（空港动⼒能源
⽅向）

500005：北京电
⼦信息技师学院
（P21-22提前
招⽣、P135-136
统⼀招⽣）

学习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安全保卫⾃动
化系统、消防监控⾃动化系统的安装、运⾏、维护
等专业知识。朝阳校区：电话：64363542，通州
校区：电话：89568684

为北京⾸都机场动⼒能源有限公司订单
培养。

楼宇⾃动控制设
备安装与维护
（空港机电设备
运维⽅向）

500005：北京电
⼦信息技师学院
（P21-22提前
招⽣、P135-136
统⼀招⽣）

学习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安全保卫⾃动
化系统、消防监控⾃动化系统的安装、运⾏、维护
等专业知识。朝阳校区：电话：64363542，通州
校区：电话：89568684

为北京博维航空设施管理有限公司订单
培养。

汽⻋维修

500026：北京市
城市管理⾼级技
术学校（P28提
前招⽣、P142统
⼀招⽣）

培养从事⻋辆维修技术、售后服务及技术管理的⾼
技能⼈才。⽥⽼师 18511185510、010-69265632

⾯向⾼端汽⻋⾏业企业。

家具设计与制作

500020：北京市
经贸⾼级技术学
校（P27提前招
⽣、P141-142统
⼀招⽣)

培养具有家具设计与制作综合应⽤和创新能⼒，能
胜任产品开发与图纸绘制、产品制作与质量检验、
⽣产管理与市场营销等岗位，成为“懂⼯艺、会制
造、能设计”，可从事品牌家具定制设计、产品外
观设计、产品效果图绘制、产品⼯艺结构设计及绘
图、⼀线⽣产管理、市场策划与营销等⼯作的应⽤
型⾼技能⼈才。电话：89346368

与北京家具协会、费斯托、北京智匠⽂
化咨询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签订校企合
作协议，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积极深⼊
开展校企合作。

数控加⼯（航空
航天精密制造⽅
向）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具有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能够完成典型、复
杂零件的⽣产加⼯、数控机床维护和常⻅故障排除
能⼒的⾼素质技能型⼈才。机电分院海淀校区：
88466810，机电分院沙河校区：80719912

航天科⼯集团、兵器⼯业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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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装
备与智
能制造
技术类

数控加⼯（数控
⻋⼯）

500003：北京市
仪器仪表⾼级技
⼯学校（P21提
前招⽣、P135统
⼀招⽣）

本专业为航天军⼯企业订单班，⼊校即⼊企，具有
中级⼯、⾼级⼯、预备技师三个培养层级， 主要
掌握数控⻋和数控铣、加⼯中⼼，应⽤CAM⾃动
编程技术能进⾏四轴、五轴、3D打印、3D建模产
品设计测量与产品逆向造型设计等技术。让我们携
⼿航天，⾼端引领，铸造⼤国利器，共筑航天梦！
联系电话：13810528543、13426161870

本专业就业主要对接航天科⼯集团三院
特种材料及⼯艺技术研究所 306所、航
天科⼯集团三院 31所，航天五院空间动
⼒研究所 508所，北京星航机电装备有
限公司（159⼚）、航天科⼯集团三院
283⼚、北京航天⻓征天⺠⾼科、航空
航天材料研究院（621所)等航天军⼯企
业，对接德国 SAACKE 中国北京科技公
司、云尚智造等⾼新技术企业，⼯资待
遇丰厚，就业率 100%，企业免费为学⽣
开通⼤专和技师职业⽣涯通道。.

数控加⼯（数字
化设计与智能制
造⽅向）

500018：北京市
应⽤⾼级技⼯学
校 P26提前招
⽣、P140-141统
⼀招⽣

培养⽬标：培养具有数控加⼯技术、机床编程和设
备操作、维护保养的⾼级技⼯。咨询电话：67625047

就业去向：中国原⼦能科学研究院、北
京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北⽅导航控制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商⽤⻜机公司
北京⺠⽤⻜机技术研究中⼼、华北电⼒
⼤学、北京第⼀机床⼚、北京奔驰汽⻋
有限公司等。推荐就业率：98%.

数控加⼯、
3D打印技术应
⽤、
多轴数控加⼯、
机械设备装配与
⾃动控制、
⼯业机器⼈应⽤
与维护

500008:北京汽
⻋技师学院
（P22提前招
⽣、P136统⼀招
⽣）

咨询电话:80278224

2019年就业率 99%，其中汽⻋制造与装
配、数控加⼯、新能源汽⻋检测与维修、
新能源汽⻋制造与装配、3D打印技术应
⽤、多轴数控加⼯、⼯业机器⼈应⽤与
维护、汽⻋营销专业供不应求。部分专
业开设“北京奔驰汽⻋有限公司、北京福
⽥戴姆勒汽⻋有限公司、福建奔驰汽⻋
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有限公司”
定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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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装
备与智
能制造
技术类

数字媒体技术应
⽤（虚拟现实技
术应⽤⽅向）

400012：北京市
⾃动化⼯程学校
（P11提前招⽣、
P126统⼀招⽣）

本专业培养三维数字化模型建⽴、VR/AR 应⽤技
术、数字化内容 制作、以及 3D 打印等核⼼技术，
具有可持续发展和设计创新能⼒，能从事数字化建
模、虚拟现实应⽤技术和交互媒体技术应⽤等具有
核⼼竞争⼒的“⾼精尖”应⽤型技术技能⼈才。电
话：64858001⼿机：13691241158

此专业为 2019年新开专业，校企合作单
位：北京启慧动漫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中机赛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知感科技
有限公司。就业⽅向： 本专业主要⾯向
医学、娱乐、军事航天、室内设计、房
产开发、⼯业仿真、应急推演、⽂物古
迹、 游戏、Web3D、道路桥梁、 地理、
演播室、⽔⽂地质、维修、培训实训、
船舶制造、汽⻋仿真、轨道交通、能源
领域、⽣物⼒学、康复训练、数字地球、
虚拟现实等领域。

⽆⼈机操控与维
护技术

400012：北京市
⾃动化⼯程学校
（P11提前招⽣、
P126统⼀招⽣）

本专业学习⽆⼈机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低空⽆⼈
机⻜⾏技术。培养⽆⼈机安装、调试、操控、维护
维修等⾼素质技能型⼈才，毕业后可从事⽆⼈机的
⽣产、安装、调试、 维护、营销、⻜⾏、训练、
表演等岗位⼯作。电话：64858001，⼿机：
13691241158

此专业为 2019年新开专业，校企合作单
位：北京海融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启智天空科技有限公司。就业⽅向：
本专业主要⾯向国⼟资源局、电⼒系统、
农业植保系统、 电视台、影视公司、报
社、公安、边防巡逻、侦查与武装打击、
婚庆公司等领域，从事⽆⼈机⽣产、组
装、操作与简单编程、⽆⼈ 机管理、维
护、维修、营销及售后服务。

新能源汽⻋检测
与维修

500023:北京市
公共交通⾼级技
⼯学校（P28提
前招⽣、P142统
⼀招⽣）

本专业主要为公交集团定向培养从事新能源汽⻋
维修⼯作的中、⾼级技能⼈才。能够胜任新能源汽
⻋的维护，进⾏新能源汽⻋动⼒系统、新能源汽⻋
发动机、底盘、电⽓设备等总成的更换与维修，完
成新能源汽⻋常⻅简单故障诊断与排除等⼯作。电
话：80359348

2019年毕业⽣就业率 98.4%。就业⼈数
吸引⼒相对集中的单位,如⾸汽修理公
司 14⼈含三个 4S店,⼀个⻋辆检测场,
公交电⻋客运分公司6⼈,北京中电联汽
⻋服务有限公司 10⼈(⽩浮泉,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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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装
备与智
能制造
技术类

新能源汽⻋检测
与维修

500026：北京市
城市管理⾼级技
术学校（P28提
前招⽣、P142统
⼀招⽣）

培养从事新能源汽⻋运营维护维修、检测、销售等
的⾼技能⼈才。⽥⽼师 18511185510

⾯向新能源汽⻋销售服务企业、充电设
施安装与运营企业、新能源汽⻋检测等
企业。

制冷设备运⽤与
维修

500026：北京市
城市管理⾼级技
术学校（P28提
前招⽣、P142统
⼀招⽣）

培养从事制冷与空调系统的运⾏管理、维护保养、
制冷设备安装维修等⼯作的⾼技能⼈才。⽥⽼师
18511185510

⾯向制冷与空调⾏业企业。

制冷设备运⽤与
维修（空港动⼒
能源⽅向）

500005：北京电
⼦信息技师学院
（P21-22提前
招⽣、P135-136
统⼀招⽣）

培养⾸都机场使⽤的中央空调系统运⾏、维护、与
安装调试的⾼技能⼈才。朝阳校区：电话：
64363542，通州校区：电话：89568684

为北京⾸都机场动⼒能源有限公司订单
培养。

制冷设备运⽤与
维修（中央空调
⽅向）

500005：北京电
⼦信息技师学院
（P21-22提前
招⽣、P135-136
统⼀招⽣）

培养现代化⼤型建筑中⼴泛使⽤的中央空调系统
运⾏、维护、与安装调试的⾼技能⼈才。朝阳校区：
电话：64363542，通州校区：电话：89568684

为央视、中国中旅酒店（集团）有限公
司、国⼴物业、北⽅物业等城市运⾏保
障企业订单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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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装
备与智
能制造
技术类

增材制造技术应
⽤

400012：北京市
⾃动化⼯程学校
（P11提前招⽣、
P126统⼀招⽣）

本专业是国家培养紧缺型⼈才重点专业,主要培养
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和综合职业能⼒，掌握 3D打印
与三维扫描的基本原理、⽴体造型设计、机械制图
等知识，具备多种 3D软件建模、三维扫描、3D打
印设备操作与维护等能⼒的⾼素质技术技能⼈才。
电话：64858001
⼿机：13691241158

本专业与北京太尔时代科技有限公
司、泰⻄（北京）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启迪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学
启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并建设
校外实习就业基地，为学⽣的技能提升
提供了企业实践平台。我国增材制造
（3D打印）⾏业⼈才缺⼝超过千万，就
业前景⼴阔，在制造业、建筑业、软件、
⽂物修复以及医疗等与⼈⺠⽣活息息相
关的领域内得到⼴泛应⽤。

⼯商管
理、市政
⼯程类

城市⽔务技术

500026：北京市
城市管理⾼级技
术学校（P28提
前招⽣、P142统
⼀招⽣）

培养从事给⽔排⽔管⽹维护管理、⽔质分析、⽔务
⼯程施⼯和运⾏管理等⼯作的⾼技能⼈才。⽥⽼师
18511185510

⾯向城市⽔务⾏业企业。

会展服务与管理

400015：北京市
园林学校（P13
提前招⽣、
P127-128统⼀
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向会展⾏业企业，从事会展营
销、会展设计和会展服务的⾼素质技术技能型⼈
才。毕业⽣主要就业⽅向为展览及会展服务类相关
企业，展览馆、博物馆等单位会展服务部⻔。
咨询电话：
61359863
61359836

本专业为新开设专业，与新瑞鹏宠物医
疗集团开展订单培养，学⽣毕业后，均
可⼊职该公司⼯作。

燃⽓热⼒运⾏与
维护

500003：北京市
仪器仪表⾼级技
⼯学校（P21提
前招⽣、P135统
⼀招⽣）

该专业是北京市热⼒集团校企合作订单专业。结合
⾸都新功能定位及重点发展产业要求，培养具有良
好职业道德和⾏为规范，掌握燃⽓供热设备运⾏及
维护的⾼技能和管理型⼈才，承担党政机关和市⺠
的供热服务保障职责。联系电话：18210010308、
13426161870

北京市热⼒集团是中国 ⼤国有集中供
热企业，学校连续为企业培养了数百名
⾼级技能和管理⼈才，学⽣就业率
100%，学⽣及家⻓对就业岗位满意度
100%。该专业学⽣毕业后直接和北京市
热⼒集团签订劳动合同，成为编制正式
⼯，待遇优厚，转正后综合年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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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
理、市政
⼯程类

燃⽓热⼒运⾏与
维护

500026：北京市
城市管理⾼级技
术学校（P28提
前招⽣、P142统
⼀招⽣）

培养从事供热管⽹运⾏维护、燃⽓输配及管⽹运⾏
维护等⼯作的⾼技能⼈才。⽥⽼师 18511185510

⾯向城市燃⽓、供热⾏业企业。

⼈⼒资源管理
（服务）

500003：北京市
仪器仪表⾼级技
⼯学校（P21提
前招⽣、P135统
⼀招⽣）

⼈⼒资源管理（服务）专业 FESCO订单班，旨在
培养能够在各种类型的企事业单位从事组织⼈事
管理、⾏政管理等⼈⼒资源服务⼯作的复合型应⽤
⼈才，学制 5年，毕业时获得国家承认的⼤专学历。
联系电话：13520536962 13426161870

FESCO(北京外企⼈⼒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订单班由校企联合培养，学⽣毕业时
由 FESCO负责安排⼯作。FESCO成⽴
于 1979 年，属于国有企业，也是中国第
⼀家⼈⼒资源服务企业。FESCO服务于
4万多家中外企业客户，包括政府机构、
⾏业协会以及众多国际知名跨国企业、
外资企业、国营企业、⺠营企业。

公共事
业、旅
游、环境
⼯程、园
林、历史
学类

商务英语

608001：北京市
信息管理学校
（P33提前招
⽣、P148统⼀招
⽣）

商务英语是北京市⻣⼲特⾊专业。开设外教⼝语
课，创造英⽂⼝语练习环境，为学⽣出国深造创造
条件。13501334782

与新⻄兰怀卡托理⼯学院合作办学，学
⽣选择⾯⼴，可出国，也可选择国内⾼
职考（单考单招），也可选择实习就业。

园林绿化

611002:房⼭职
业学校(P35提
前招⽣，P219宣
传⻚)

阳光专业成⽴于 2019年，是在教委的部署、残联
的⽀持、区域的希望和家⻓们的需求中应运⽽⽣，
为北京市初三随班就读及残疾学⽣量身打造。咨询
电话：69323705

阳光专业（园林绿化、电⼦商务）成⽴
于 2017年，暂⽆毕业⽣

导游服务

400015：北京市
园林学校（P13
提前招⽣、
P127-128统⼀
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从事公园及⻛景名胜区导游讲解
服务、票务管理与服务、餐饮服务、商品服务、游
客接待服务、酒店服务与管理、旅游⽹络营销等相
关岗位的⼀线⾼素质技术技能型⼈才。毕业⽣⾯向
⾸都旅游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相关⼯作。咨询电

该专业毕业⽣可考取“普通话导游员”资
格证，担任讲解岗、服务岗、酒店服务
与管理、旅游⽹络营销等基层服务操作
岗位。也可通过单考单招、⾃主招⽣等
途径继续深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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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61359863、61359836

公共事
业、旅
游、环境
⼯程、园
林、历史
学类

饭店(酒店)服务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都国际交往核⼼功能服务类⾏业的⾼
素质技能型⼈才。服务分院：67223024

⾸都机场、⼤兴机场、中成假⽇酒店等

⾼星级饭店运营
与管理

629001 北京市
延庆区第⼀职业
学校（P39-40
提前招⽣、
P154-155统⼀
招⽣）

培养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需要，具有现代化管理
素质、较强的实践和应变能⼒，能够胜任现代服务
业⼯作需求的具有综合职业能⼒的⾼端技能型管
理⼈才。咨询电话:13601225735

2019年没有毕业⽣。⾼考升学: 北京联
合⼤学英语专业（本科）、⾸都体育学
院运动训练系（本科）、北京⻘年政治
学院等；就业：⾯向北京冬奥会服务、
北京现代⾼星级饭店、主题饭店等单位，
从事服务、运营与管理⼯作。

古建筑修缮

400015：北京市
园林学校（P13
提前招⽣、
P127-128统⼀
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掌握中国古建筑基本构造与施⼯
⼯艺，从事古建筑⼯程施⼯及管理的⼀线⼯程技术
与⼯程管理技能⼈才。毕业⽣主要⾯向北京古建筑
管理、古建筑⼯程施⼯企业，胜任古建筑施⼯与⼯
程管理、古建筑⼯程预算、资料管理等⽅⾯的⼯作。
咨询电话：61359863、61359836

本专业毕业⽣均就职于各古建管理、古
建⼯程施⼯等单位，毕业⽣可通过单考
单招、⾃主招⽣等途径继续深造学习。

⽂物保护技术

400015：北京市
园林学校（P13
提前招⽣、
P127-128统⼀
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从事⽂物⽆损保护，⽂物资料整
理、归档，⽂物及⽂化产品展演、运输和拍卖等⼯
作的⽂化技能型⼈才。依托⾸都各历史名园和中国
园林博物馆的⽂物资源展开实践教学，借助⽂物珍
品运输公司等企业的真实⼯作岗位开展实习实训，
⾼度实现校企融合。咨询电话：61359863、61359836

本专业为新开设专业。毕业⽣主要⾯向
历史名园的⽂物保护部⻔、博物馆、⽂
物经营企业、⽂物运输企业等，胜任⽂
物保护、监控、修复、讲解、展演、运
输等⼯作。

环境保护与检测

500026：北京市
城市管理⾼级技
术学校（P28提
前招⽣、P142统

培养从事环境分析检测、处理设施运⾏与维护、中
央监控等⼯作的⾼技能⼈才。⽥⽼师 18511185510

⾯向绿⾊循环经济产业⾏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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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公共事
业、旅
游、环境
⼯程、园
林、历史
学类

旅游服务与管理

400015：北京市
园林学校（P13
提前招⽣、
P127-128统⼀
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从事公园、景区、旅游⾏业的讲解
服务、票务管理与服务、酒店服务与管理、餐饮服
务、商品服务、游客接待服务等⼀线⼯作的⾼素质
技术技能型⼈才。
咨询电话：
61359863
61359836

本专业毕业⽣就职于市属公园、北京天
⽂馆、农业展览馆、⾃然博物馆、⾸都
公路发展集团等单位⼯作。

商务⽂秘（⺠航
商务⽅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现代服务意识、良好的礼仪形
象、较好的外语⽔平、能熟练应⽤计算机办公操作
系统，具有社交接待、公关策划、谈判促销和公⽂
写作、公⽂处理及档案管理能⼒，既懂商务知识⼜
具备⽂案策划能⼒，既懂⺠航服务知识⼜具备机场
涉外商务服务能⼒的复合型⽂秘⼈才。
15901398929

适合从事机场商务服务、货币兑换、免
税店销售等相关⼯作，也适合国内外企
事业单位的商务⽂秘、⾏政管理、⼈⼒
资源管理等⼯作。

花艺设计与制作

400015：北京市
园林学校（P13
提前招⽣、
P127-128统⼀
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从事插花、花卉组合盆栽、环境花
艺设计与制作、花⽂化创意与应⽤等⼯作的⾼素质
技术技能型⼈才。毕业⽣主要⾯向各类公园、旅游
景区、花卉公司、社区园艺中⼼、⼤型酒店、花艺
设计公司及花艺⼯作室等企事业单位。
咨询电话：
61359863
61359836

本专业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环境艺术
设计（室内装饰设计）”专业对接，学习
⼆年，成绩合格后获得⼤专学历。

现代物流

500018：北京市
应⽤⾼级技⼯学
校 P26提前招
⽣、P140-141统
⼀招⽣

培养⽬标：培养从事物流分销服务、仓储运输等⾏
业的操作员。咨询电话：67625047

就业去向：北京物美商业连锁集团、融
七⽜科技有限公司、苏宁易购等。推荐
就业率：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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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流（航空
物流⽅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熟练掌握现⺠航物流相关的采购、
运输、仓储、商品检验与包装、电⼦商务与物流配
送等基础知识和技能，能够胜任⺠航物流领域的仓
储管理、运输管理、配送管理、物流营销、物流信
息处理、物流跟单等⼯作岗位的中、⾼级物流作业
专业技术⼈才。15901398929

该专业致⼒于为北京⼤兴国际机场培养
掌握现代物流管理理论和信息技术，具
备航空物流运输管理、规划、设计等较
强实务运作能⼒，从事机场、港⼝、铁
路等理货、仓储、配送、调度、各类企
业国际货运代理与报关、供应链管理等
临空产业区⼯作

娱乐设施运营与
维护

612001：北京新
城职业学校
（P35提前招
⽣、P150统⼀招
⽣）

与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3+2中⾼职衔接，是和北
京环球度假区联合培养的⼈才储备班，课程设置有
游乐设备使⽤管理与维护保养、⼤型游乐设施的安
全监督管理、游乐设施常⽤的传动⽅式和传动结
构、景区游客引导管理、⼤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督
管理等。咨询电话：61533967, 19801066971

本专业培养从事⼤型主题公园、⼤型游
乐设施运营及设备维护与管理及游客服
务等专业技能⼈才，对接北京环球度假
区娱乐设施检测维修岗，以及景点运营
操作等岗位。

园林技术

400015：北京市
园林学校（P13
提前招⽣、
P127-128统⼀
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从事园林⼯程施⼯、室外花卉设计
与施⼯、园林制图、园林预算、资料管理等⼀线⼯
作的⾼素质技术技能型⼈才。毕业⽣主要⾯向城市
建设、园林绿化、园林苗圃、花卉⽣产、城市公园
和森林公园、房地产等企事业单位。咨询电话：
61359863、61359836

本专业毕业⽣⼊职市属公园、区县公园，
及各⼤园林设计公司、监理公司、⼯程
公司等单位。近⼏年该专业就业率均保
持在 90%以上。

629001 北京市
延庆区第⼀职业
学校（P39-40
提前招⽣、
P154-155统⼀
招⽣）

⾯向⾼职院校和园林⽣产第⼀线，培养适应市场发
展需要，掌握园林植物的栽培与应⽤、园林管理、
规划设计、绿地施⼯与养护基本知识，具备实操技
能和管理能⼒的⾼素质中职学校毕业⽣。咨询电
话:13601225735

2019年⽆毕业⽣，2020年升学率 100%。
⾼考升学：北京⻘年政治学院、北京农
业职业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北京⼯业职业技术学院等；就业：⾯向
园林企事业单位，从事园林施⼯、规划
设计、植物栽培养护、插花艺术等⼯作
或⾃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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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旅
游、环境
⼯程、园
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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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

400015：北京市
园林学校（P13
提前招⽣、
P127-128统⼀
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从事园林树⽊与园林花卉⽣产、销
售、养护管理,花艺制作、园林植物景观营造等⼀
线⼯作的⾼素质技术技能型⼈才。毕业⽣主要⾯向
城市建设、园林绿化、园林苗圃、花卉⽣产、城市
公园和森林公园、房地产等企事业单位。 咨询电
话：61359863、61359836

本专业毕业⽣主要就职于市属公园、区
属公园，及⾼级宾馆花房、⾼速公路养
护部⻔、病⾍害防治部⻔、园林养护公
司、园林施⼯公司等单位。近⼏年该专
业就业率均保持在 90%以上。

⼴播影
视、艺术
类

⼯艺美术
400014：北京市
经济管理学校
(P12提前招⽣)

本专业培养从事⼯艺品设计、制作和销售等⾼素质
技术技能型⼈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数字艺术专业集群，拥有⼀⽀由专业教
师和企业专家组成的优秀教学团队，
2020年被市教委评为北京市职业院校
“专业创新团队”，教学设施先进，拥有
校内 11个专业实训基地及多个校外实习
基地，与北京⽔晶⽯数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软易⽂化有限公司、北京星
辉驰远⽂化传媒有限公司等10多家京津
冀的中⼩型数字创意⽂化公司合作共建
专业和实训基地。

新媒体技术应⽤
专业

400014：北京市
经济管理学校
(P12提前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较⾼的综合素养，具有团队精
神、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素质技术技能应⽤型
⼈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同上

茶艺

500008:北京汽
⻋技师学院
（P22提前招
⽣、P136统⼀招
⽣）

咨询电话 80278224 咨询电话 8027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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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影
视、艺术
类

多媒体制作（虚
拟现实、数字出
版、UI设计⽅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本专业⾯向微信、微博、抖⾳、快⼿等各⼤⾃媒体
平台、各级各类融媒体中⼼、互联⽹企业，培养熟
练掌握融合媒体内容策划、活动策划与开展、融媒
体内容制作、发布与运营综合知识与技能；具有互
联⽹思维、良好信息素养和新媒体技术素养以及现
代职业素养。18801374627

主要从事融媒体中⼼内容策划、制作、
运营等⼯作岗位。学院主要推荐⾄中关
村软件园、各类融媒体中⼼、国家新媒
体产业基地，⾸都机场新媒体部⻔，微
信、微博、抖⾳、快⼿、微视等⾃媒体
平台。

多媒体制作（影
视动画⽅向）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影视动漫制作、影视⼴告出版物、展览展
示等领域⼯作的⾼素质技能型⼈才。服务分院：
67223024

北京电视台、⼤北照相馆、中国照相馆
等

服装设计与制作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服装设计、服装样版、服装⼯艺、服装样
⾐等⼯作的⾼素质技能型⼈才。轻⼯分院：
67633851

北京⼀商红都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北京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等

⼯艺美术

500015：北京轻
⼯技师学院
（P24-25提前
招⽣、P138-139
统⼀招⽣）

本专业⾯向企业⽣产⼀线，培养具有良好职业素
养，能从事雕刻⽅向、花丝镶嵌、⾦漆镶嵌、雕漆、
内画等专业⽅向的设计、制作、研发、营销及管理
⽅⾯的⾼技能⼈才。咨询电话：满⽼师
13671294251；李⽼师 18813116175。

北京市⾮物质⽂化遗产培训基地，就业
率 98%以上，部分就业单位有：北京国
华商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握拉菲⾸饰
有限公司、北京李志刚雕漆⽂化发展有
限公司、北京合珺⽂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企业。

500019：北京市
⼯艺美术⾼级技
⼯学校（P27提
前招⽣、P141统
⼀招⽣）

主要学习燕京⼋绝技艺，分为⽟雕、花丝镶嵌、景
泰蓝、雕漆、⾦漆镶嵌、⼯艺品设计与制作等⽅向，
由⼤师带徒、⼯作室上课的模式进⾏教学。联系电
话：60775678、18911292072刘⽼师

⼯艺美术专业：⾯向全国招⽣，毕业⽣
均在⼤师⼯作室、⼯美集团⼆级单位、
⼯美⾏业协会等单位就职，就业率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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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影
视、艺术
类

计算机⼴告制作
（平⾯设计技术
⽅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本专业主要培养熟练掌握平⾯⼴告设计、⽹店设
计；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较强的实践能⼒，能从
事平⾯设计、插画设计、VI 设计、UI 设计、包装
设计、美术编辑等⼯作的⾼素质技能型⼈才。
18801374627

可在淘宝、电商、新媒体运营公司、⼴
告公司、摄影公司、影视公司、企事业
单位从事相关的美⼯⼯作；在各类⼴告
公司从事⼴告设计、策划、制作等⼯作

美容美体艺术

629001 北京市
延庆区第⼀职业
学校（P39-40
提前招⽣、
P154-155统⼀
招⽣）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发展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
以造型设计为主导，集美容、美发、彩妆、摄影为
⼀体的时尚艺术专业。具有国际⼀流⽔平的实习实
训基地，时尚专业模拟仿真教学实训环境。咨询电
话:13671107678

2019年就业率 100%。⾼考升学: 北京政
法职业学院、北京卫⽣职业学院、北京
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
学院等；就业参军：北京⾏业专家店（北
京巴黎汇发型会所、北京东⽅骏美发美
容中⼼、北京⽂峰国际美容美发等）、
婚纱摄影中⼼等单位或⾃主创业。⾼三
阶段可应征⼊伍，退伍后可继续深造学
习。

美容美发与造型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美容美发服务和操作的⾼素质技能型⼈
才。咨询电话：67223024

北京四联美容美发、再⻘椿美容连锁集
团等

美术绘画

400048：北京市
国际艺术学校
（P18提前招
⽣）

针对艺术类⾼校及综合类⾼校艺术专业培养美术、
动画、设计⼈才。咨询：周⽼师 67802066；
15811266812

2019年毕业⽣ 34⼈，考⼊清华⼤学、
中央美术学院、北京⼯业⼤学等本科院
校 31⼈，出国留学 3⼈。

摄影摄像技术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摄像、摄影、修图、后期剪辑、特效合成
等⼯作的⾼素质技能型⼈才。咨询电话：67633851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讲述技能》栏⽬
⼯作室、北京⾮常兄弟影视制作有限公
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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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艺术
类

摄影摄像技术

500020：北京市
经贸⾼级技术学
校（P27提前招
⽣、P141-142统
⼀招⽣)

培养从事摄影、摄像艺术创作的中⾼级技能⼈才，
如⻛光摄影、⼈像摄影、专题纪录⽚及影视剧拍摄。
新闻媒体的摄影师、各企事业单位的⽂化宣传⼈
员、影楼摄影师、影视制作公司摄像师、剪辑师等。
电话：89346368

与北京电视台建⽴合作关系，参与该台
部分新闻专题⽚拍摄与后期实践⼯作；
与⾮凡传媒⼀起成⽴了“⾮凡传媒李庸
基⼤师⼯作室”；与上德⼤象（北京）⽂
化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

摄影摄像技术
（短视频制作⽅
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本专业⾯向移动互联⽹产业，培养熟练掌握摄影摄
像设备操作、短视频拍摄与后期剪辑的知识与技
能，具有良好的综合职业素养和较强的实践能⼒，
能从事短视频策划、拍摄与后期包装制作的⾼素质
技能型⼈才。18801374627

短视频制作公司、视频⾃媒体平台公司、
⽂化传媒公司、视频⽹站、以及融媒体
中⼼。

数字出版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数字内容采集、⽂字排版、图⽚处理、素
材编辑、打样校对、电⼦杂志制作等⼯作的⾼素质
技能型⼈才。咨询电话：67633851

北京茂鑫安全印务有限公司、北京星震
同源数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等

陶瓷美术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陶瓷设计、陶瓷修复、陶瓷销售等⼯作的
⾼素质⾼技能型⼈才。咨询电话：67633851

中国陶瓷艺术设计研究中⼼、北京陶瓷
艺术馆等

戏剧表演

400048：北京市
国际艺术学校
（P18提前招
⽣）

针对艺术类⾼校及综合类⾼校艺术专业培养表演、
⾳乐剧、艺术管理⼈才。咨询：周⽼师 67802066；
15811266812

2019年毕业⽣ 18⼈，考⼊中央戏剧学
院、北京舞蹈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本
科院校 9⼈，出国留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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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影
视、艺术
类

演艺设备安装与
调试（舞台声光
技术⽅向）

500020：北京市
经贸⾼级技术学
校（P27提前招
⽣、P141-142统
⼀招⽣)

该专业为北京市⽂化⾏业培养了⼤量的灯光、⾳响
专业⾼技能⼈才，为演出、会议、⼤型体育赛事等
活动提供了专业服务，对北京市的⽂化之都建设做
出了重⼤贡献。电话：89346368

与北京汉颐世通⽂化创意有限公司、北
京第七九七⾳响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
作。毕业⽣就职于公安部会议中⼼、总
后礼堂、各企事业单位多功能厅，各⼯
程单位、各演出团体等⽂化公司。

400031：北京市
供销学校（P17
提前招⽣、P132
统⼀招⽣）

该专业为北京市⽂化⾏业培养了⼤量的灯光、⾳响
专业⾼技能⼈才，为演出、会议、⼤型体育赛事等
活动提供了专业服务，对北京市的⽂化之都建设做
出了重⼤贡献。电话：60222458

与北京汉颐世通⽂化创意有限公司校企
合作。毕业⽣就职于公安部会议中⼼、
总后礼堂、各企事业单位多功能厅，各
⼯程单位、各演出团体等⽂化公司。

影像与影视技术
（摄影摄像及后
期制作）

400031：北京市
供销学校（P17
提前招⽣、P132
统⼀招⽣）

培养从事摄影、摄像艺术创作的中⾼级技能⼈才，
如⻛光摄影、⼈像摄影、专题纪录⽚及影视剧拍摄。
新闻媒体的摄影师、各企事业单位的⽂化宣传⼈
员、影楼摄影师、影视制作公司摄像师、剪辑师等。
电话：60222458

与北京电视台建⽴合作关系，参与该台
部分新闻专题⽚拍摄与后期实践⼯作；
与北京⾮凡影界⽂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起成⽴了“⾮凡传媒李庸基⼤师⼯作
室”。

多媒体制作

500003：北京市
仪器仪表⾼级技
⼯学校（P21提
前招⽣、P135统
⼀招⽣）

多媒体制作专业符合⾸都新功能定位。学⽣在校期
间主要学习：平⾯设计、⾳视频编辑、动画制作、
⽹站前端开发、影视特效、影视后期、三维建模等
专业课程。有⾼端的实训设备；有经验丰富的专业
教师；还有企业专家来授课。联系电话：
13681517965、13426161870

就业岗位：影视后期制作、三维设计、
影视动画、平⾯设计、⽹⻚设计、影楼
数码照⽚处理等。毕业后就业⾯⼴泛，
学⽣根据⾃⼰的兴趣和特⻓。可去订单
企业（哲想动画）也可进⼊其它企业⼯
作。

计算机
⽹络类

计算机应⽤（⼤
数据技术应⽤⽅
向）

608001：北京市
信息管理学校
（P33提前招
⽣、P147统⼀招
⽣）

专业底蕴深厚，国家级重点专业 。课程体系先进，
课程内容紧扣⼤数据平台搭建与管理、⼤数据收
集、清洗与标注、⼤数据的展示等。与众多⼤数据
⾏业企业建⽴了紧密的合作，毕业后即可从事⼤数
据⾏业相关技术⼯作，也可以升⼊⾼职院校继续学
习。18610015660

⾼三年级时⾯对通过⾼职考（单考单招）
招⽣的⼏⼗所市属⾼校的⼏百个专业的
灵活选择，既可以选择与现专业相同或
相关联的专业深造，也可以选择⽆关的
新专业深造，开启新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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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络类

⼤数据技术应⽤
（数据中⼼运
维）

400031：北京市
供销学校（P17
提前招⽣、P132
统⼀招⽣）

培养从事计算机⽹络通讯设备运⾏维护、信息系统
安全管理、⽹站设计与代码开发、⽹⻚视觉媒体创
作、信息服务平台架设与维护、信息系统综合布线
设及与施⼯等⼯作的⾼技能⼈才。电话：60222458

毕业⽣可结合⾃⼰的专⻓就职于各企事
业单位的信息技术相关部⻔，担任计算
机管理员、⽹络管理员、⽹络售前及售
后⼯程师、PHP⽹站开发⼯程师、平⾯
设计师、系统运维⼯程师、⽹络布线⼯
程师、⽹络安全管理员等职务。

电⼦商务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办公事务处理、⽹站编辑、⽹络营销、客
户服务，承担电⼦商务运作、管理、维护等相关⼯
作的⾼素质技能型⼈才。机电分院沙河校区：
80719912

北京百斯特讯捷科技有限公司、慧聪⽹
络数据中⼼、百度数据中⼼等

多媒体制造（影
视后期制作⽅
向）

500018：北京市
应⽤⾼级技⼯学
校 P26提前招
⽣、P140-141统
⼀招⽣

培养⽬标：培养能够熟练使⽤多种动画、平⾯设计
软件，独⽴进⾏电脑美术设计制作的应⽤型⼈才。
咨询电话：67625047

就业去向：北京中彩佳印图⽂制作有限
公司、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北京微帧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天天放送⽂化
传播有限公司。推荐就业率：98%。

多媒体制作

500019：北京市
⼯艺美术⾼级技
⼯学校（P27提
前招⽣、P141统
⼀招⽣）

培养掌握计算机基础理论，熟悉多媒体基本技术，
能够完成摄影摄像、影视编辑与合成，电⼦商务美
⼯设计制作、⼿机 APP交互制作，能从事影视制
作、电⼦商务美⼯设计制作、多媒体交互作品的专
⻔⼈才。联系电话：60775678、18911292072刘⽼
师

本专业毕业⽣就业单位主要分为影视传
媒公司、各⼤媒体等，就业率 100%。

计算机动画制作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动画、游戏、视听新媒体、美术设计、建
模、场景制作、道具动画制作等⼯作，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团队精神的⾼素质技能型⼈才。轻⼯分
院：67633851

北京妙⾳动漫⽂化股份有限公司、合众
⽂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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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络类

计算机动画制作

500015：北京轻
⼯技师学院
（P24-25提前
招⽣、P138-139
统⼀招⽣）

本专业⾯向计算机动漫制作、运营等企业，培养从
事图形图像处理、美术造型与动画制作、影⾳处理、
游戏制作及运营等全⾯发展的⾼素质技能⼈才。咨
询电话：满⽼师 13671294251；李⽼师 18813116175。

就业率 98%以上，部分就业单位有：中
国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京港地铁有
限公司、中国⽯油·阳光国际、招商银⾏、
北京中科⼤洋传媒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亿和⽂华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融德⼈⼒资源咨询有限公司、天桥艺术
中⼼等企业。

500018：北京市
应⽤⾼级技⼯学
校 P26提前招
⽣、P140-141统
⼀招⽣

培养⽬标：培养动漫、影视、⼴告、出版物、⽹络
媒体等领域内的中、⾼级应⽤型⼈才。咨询电话：
67625047

就业去向：北京苗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润源鑫泷商业服务有限公司等。推
荐就业率：98%。

500019：北京市
⼯艺美术⾼级技
⼯学校（P27提
前招⽣、P141统
⼀招⽣）

本专业培养熟练掌握卡通动画造型设计、⼆维以及
三维动画基础设计与制作、动画后期合成技术等技
能，具备较强的审美能⼒和艺术造型能⼒，并能运
⽤计算机动画技术进⾏动画创作的实⽤型专业⼈
才。联系电话：60775678、18911292072刘⽼师

本专业毕业⽣就业单位主要分为影视传
媒公司、动画公司等，就业率 100%。

计算机动画制作
（动漫-⼆维动
画设计与制作、
⼿绘⽅向）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中间画绘制、中间动画制作、后期合成及
⽂化创意⼴告制作的⾼素质技能型⼈才。机电分院
海淀校区：88466810

北京聚⼒维度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盈
创信科技有限公司等。

计算机动画制作
（⼆维、三维动
画设计、3D数字
游戏艺术⽅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主要培养掌握动画⽚的设计与创作、制作及相关⼯
具应⽤的知识理论和技能⽅法，能够适应传媒及⽂
化产业相关领域⼯作，从事影视⼴告动画创作、制
作、传播、运营或管理的创新型专⻔⼈才。
18801374627

⾯向幼⼉园、杂志社、游戏公司、⼴告
公司、动画公司就业，适应美术教师、
插图编辑、美术编辑、游戏美术设计等
岗位⼯作，胜任漫画相关教学、插图绘
制、动画制作、游戏原画制作等⼯作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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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络类

计算机⼴告制作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向展览公司、⼴告公司、室内设计公司、⼤
型卖场等⾏业企业，从事展示空间设计、展示平⾯
设计、展示配套设计等⼯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和
敬业精神的⾼素质技能型⼈才。轻⼯分院：
67633851

北京北⼤⽅正电⼦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今朝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等

500019：北京市
⼯艺美术⾼级技
⼯学校（P27提
前招⽣、P141统
⼀招⽣）

专业注重计算机应⽤能⼒及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
平⾯设计、展示设计、室内设计、产品设计及影视
道具制作等教学，学⽣知识⾯⼴，专业基本功扎实，
社会适应能⼒强。联系电话：60775678、
18911292072刘⽼师

本专业毕业⽣就业单位⼴泛，主要分为
⼴告公司、装饰装修公司、影视传媒公
司及各⼤公司宣传推⼴部⻔等⼯作，就
业率 100%。

计算机⽹络应⽤
（⼤数据技术应
⽤⽅向）

500020：北京市
经贸⾼级技术学
校（P27提前招
⽣、P141-142统
⼀招⽣)

主要培养具有⼀定理论基础、具有多种专业技能、
注重实践能⼒的 IT 技术⼈员。电话：89346368

与北京奇⻁测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唐⾼鸿数据⽹络技术有限公司校企合
作。

计算机⽹络应⽤

500015：北京轻
⼯技师学院
（P24-25提前
招⽣、P138-139
统⼀招⽣）

本专业⾯向计算机⽹络技术的集成与应⽤，培养从
事计算机⽹络组建、⽹络设备安装与调试、⽹络系
统维护与管理、⽹络产品营销等全⾯发展的⾼素质
技能型⼈才。咨询电话：满⽼师 13671294251；李
⽼师 18813116175。

就业率 98%以上，部分就业单位有：中
国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京港地铁有
限公司、中国⽯油·阳光国际、招商银⾏、
北京中科⼤洋传媒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亿和⽂华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融德⼈⼒资源咨询有限公司、天桥艺术
中⼼等企业。

计算机⽹络应⽤
（IT 运营与维护
⽅向）

500018：北京市
应⽤⾼级技⼯学
校 P26提前招
⽣、P140-141统
⼀招⽣

培养⽬标：培养具有计算机及⽹络专业基础知识，
计算机硬件、软件与应⽤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与
⽅法，具备计算机 IT 运营与维护的复合型⼈才。
咨询电话：67625047

就业去向：北京融联世纪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北京绘本原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国家计算机⽹
络安全中⼼等。推荐就业率：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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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络类

计算机⽹络应⽤
（联想移动互联
⼤数据应⽤⽅
向）

500018：北京市
应⽤⾼级技⼯学
校 P26提前招
⽣、P140-141统
⼀招⽣

培养⽬标：培养具有计算机⽹络专业基础知识，具
备⽹络组建、⽹⻚制作、系统集成等操作技能的复
合型⼈才。
咨询电话：67625047

就业去向：联想（北京）有限公司、北
京天通中医院、中科院下属各研究所等。
推荐就业率：98%。

计算机⽹络应⽤
（⽹络⼯程⽅
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培养具有⼀定的创新能⼒，能适应⽹络管理员、计
算机⽹络售前售后技术⽀持、⽹⻚UI 设计师、⽹
站程序员、IT 运维⼯程师等岗位需要的德、智、体、
美全⾯发展的⾼素质技能型专⻔⼈才。15611681133

适合从事⽹络管理员、系统管理员、⽹
络⼯程师、系统⼯程师、信息安全⼯程
师、⽹⻚UI 设计师、⽹站程序员等⼯作。

计算机⽹络应⽤
（新媒体运营、
⽹站设计、移动
互联⽹技术应⽤
⽅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本专业主要⾯向 PC⽹站、移动 APP以及各类⾃
媒体产品的前端产品设计、前端开发以及H5产品
开发等⽅向⼯作岗位培养具有较⾼综合职业能⼒
的应⽤型⾼级
15611681133

⾯向各类企业的UI 设计师、前端开发⼯
程师、APP移动产品开发⼯程师等岗位
就业。

计算机⽹络应⽤
（移动客户端的
数字资源开发、
⽹络运⾏维护⽅
向）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站维护、数据库管理、⽹络布线和⽹络
管理、APP开发、维护等⼯作的⾼素质技能型⼈才。
机电分院海淀校区：88466810

⽅正出版社、北京北图⽂化发展中⼼等

⽹络安防系统安
装与维护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数字化信息⽹络系统、安全防范系统安装
与调试、检测与维护等⼯作的⾼素质技能型⼈才。
轻⼯分院：67633851

北京北奥⼤路舞台艺术设计制作有限公
司，北京雅艺斯⽂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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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络类

物联⽹应⽤技术
（⽹络空间安全
⽅向）

500026：北京市
城市管理⾼级技
术学校（P28提
前招⽣、P142统
⼀招⽣）

培养从事⽹络安全、物联⽹解决⽅案设计、安装及
调试等⼯作。⽥⽼师 18511185510

⾯向互联⽹及安全、电⼦商务、计算机
服务、新能源、智能交通等⾏业企业。

物联⽹应⽤技术
（数据运维⽅
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学⽣毕业后可根据就业⽅向，从事机场航站楼楼内
电⽓系统据运维、制冷系统数据运维等⽅向⼯作，
特种设备的数据采集系统运维，也可在数据运维公
司⾃由择业。13426258119

云数据库运维、平台数据运维、云管平
台运维管理等⼯作岗位

物联⽹应⽤技术
（智能产线运⾏
与维护⽅向）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向京津冀地区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各⾏业
智能制造系统应⽤、企业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针对
智能制造系统⼯艺⼯程师、调试⼯程师、智能⽣产
线操作员、⼯艺员、维护员和精细化供应链管理员
等岗位的⾼素质技能型⼈才。机电分院海淀校区：
88466810

中国航天科⼯集团第三研究院、中航国
际⼯艺应⽤制造中⼼等

城市轨道交通运
输与管理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城市轨道交通⻋站⽇常运营指挥⼯作的
⾼素质技能型⼈才。机电分院沙河校区：80719912

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京港地铁
有限公司等

500020：北京市
经贸⾼级技术学
校（P27提前招
⽣、P141-142统
⼀招⽣)

该专业“星级标兵”管理模式被北京市教委授予“⼀
校⼀品”德育品牌。培养从事地铁站务服务、站厅
巡检、设备巡检、安全运⾏监督等以及铁路运输客
运服务、票务服务、列⻋乘务等交通⾏业相关的服
务与管理⼈员。电话：89346368

专业开办以来连续10年⼀直参与北京⻄
站的春运实践活动。毕业⽣就职于北京
铁路局客运段、北京站、北京南站、北
京⻄站，北京地铁、京港地铁、⾸发集
团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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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类

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服务

400012：北京市
⾃动化⼯程学校
（P12提前招
⽣、P127统⼀招
⽣）。

本专业培养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站务管理⼈员，
能够在轨道交通⻋站运营⽣产⼀线岗位从事客流
组织、⾏⻋组织、票务组织、客运服务、⻋站管理
等职业核⼼技能,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
的应⽤技能型专⻔⼈才。电话：64858001⼿机：
⼿机：13691241158

我校 2019年轨道专业毕业⽣共有 248
⼈，毕业⽣主要⼯作在北京地铁运营公
司、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北京地铁
⻋辆装备有限公司等：就业率为 92.5%。
就业⽅向：本专业毕业⽣主要⾯向北京
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京港地铁有限
公司从事运输操作、 组织管理和服务、
交通⾏⻋组织、调度组织和客运组织等
⼯作。

航空服务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本专业与北京⼤兴国际机场、⾸都国际机场及各⼤
航空公司对接，培养熟练掌握⺠航空中、地⾯服务
的知识和技能，具有现代服务意识、良好礼仪形象
和职业素养、熟练的外语交流和计算机应⽤能⼒，
能从事国内外⺠航空中、地⾯服务及其它相关岗位
的⾼素养技能型⼈才。15901398929

学⽣毕业后经双向选择，可前往北京⼤
兴国际机场、⾸都国际机场及国内外各
航空公司、铁路公司、北京地铁、⼤中
型企事业单位从事相关服务和管理岗位
的⼯作

500020：北京市
经贸⾼级技术学
校（P27提前招
⽣、P141-142统
⼀招⽣)

培养从事航空票务服务、值机服务、⾏李托运服务、
安全检查、旅客问询、VIP 要客服务、登机⼝服务、
引导服务等机场地勤服务⼈员。该专业注重培养学
⽣礼仪素养，本专业学⽣参加市礼仪⽐赛多次获奖
并取得⼀等奖的好成绩。电话：89346368

毕业⽣就职于在北京⾸都国际机场、北
京⼤兴国际机场，可⼊职海南航空公司、
南⽅航空公司、中国国航公司等客运服
务、地⾯服务部⻔。

航空服务（航空
港地勤⽅向）

500015：北京轻
⼯技师学院
（P24-25提前
招⽣、P138-139
统⼀招⽣）

本专业⾯向航空公司、机场及航空运输地⾯服务代
理等企业单位，培养航空服务第⼀线从事⺠航安全
检查、空港地⾯服务等全⾯发展的⾼素质技能型⼈
才。咨询电话：满⽼师 13671294251；李⽼师
18813116175。

就业率 98%以上，部分就业单位有：中
国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京港地铁有
限公司、中国⽯油·阳光国际、招商银⾏、
北京中科⼤洋传媒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亿和⽂华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融德⼈⼒资源咨询有限公司、天桥艺术
中⼼等企业。



102

交通类

交通客运服务
（客运调度⽅
向）

500023:北京市
公共交通⾼级技
⼯学校（P28提
前招⽣、P142统
⼀招⽣）

培养具备积极的⼈⽣态度、健康的⼼理素质、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较扎实的⽂化基础知识的中⾼级技
能⼈才。同时能够胜任客运组织、指挥、调度和运
输规划等⼯作任务。电话：80359348

本专业为公交集团定向培养班

交通运输类（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铁道运输
管理）

400031：北京市
供销学校（P17
提前招⽣、P132
统⼀招⽣）

该专业“星级标兵”管理模式被北京市教委授予“⼀
校⼀品”德育品牌。培养从事地铁站务服务、站厅
巡检、设备巡检、安全运⾏监督等以及铁路运输客
运服务、票务服务、列⻋乘务等交通⾏业相关的服
务与管理⼈员。电话：60222458

专业开办以来连续10年⼀直参与北京⻄
站的春运实践活动。毕业⽣就职于北京
铁路局客运段、北京站、北京南站、北
京⻄站，北京地铁、京港地铁、⾸发集
团等单位。

交通运输类（航
空服务）

400031：北京市
供销学校（P17
提前招⽣、P132
统⼀招⽣）

培养从事航空票务服务、值机服务、⾏李托运服务、
安全检查、旅客问询、VIP 要客服务、登机⼝服务、
引导服务等机场地勤服务⼈员。该专业注重培养学
⽣礼仪素养，本专业学⽣参加市礼仪⽐赛多次获奖
并取得⼀等奖的好成绩。电话：60222458

毕业⽣就职于在北京⾸都国际机场、北
京⼤兴国际机场，可⼊职海南航空公司、
南⽅航空公司、中国国航公司等客运服
务、地⾯服务部⻔。

汽⻋驾驶(公交
⻋驾驶⽅向)

500023:北京市
公共交通⾼级技
⼯学校（P28提
前招⽣、P142统
⼀招⽣）

培养熟悉并遵守各项交通法规，具有安全意识，重
视环境保护，并能解决⼀般性专业问题，能够独⽴
驾驶准驾⻋辆，在各种⽓候条件和道路条件下完成
客运任务的中⾼级驾驶⼈才。电话：80359348

本专业为公交集团定向培养班

汽⻋维修、汽⻋
钣⾦与涂装、汽
⻋装饰与美容、
新能源汽⻋检测
与维修、新能源
汽⻋制造与装
配、汽⻋制造与
装配、汽⻋营销

500008:北京汽
⻋技师学院
（P22提前招
⽣、P136统⼀招
⽣）

咨询电话：80278224

2019年就业率 99%，其中汽⻋制造与装
配、数控加⼯、新能源汽⻋检测与维修、
新能源汽⻋制造与装配、3D打印技术应
⽤、多轴数控加⼯、⼯业机器⼈应⽤与
维护、汽⻋营销专业供不应求。部分专
业开设“北京奔驰汽⻋有限公司、北京福
⽥戴姆勒汽⻋有限公司、福建奔驰汽⻋
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有限公司”
定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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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类

铁道信号

500005：北京电
⼦信息技师学院
（P21-22提前
招⽣、P135-136
统⼀招⽣）

培养从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照明、通信、信号相
关设备的施⼯、安装、调试、检修、维保等技术⼯
作的⾼技能⼈才。朝阳校区：电话：64363542、
通州校区：电话：89568684

为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和北京博维航
空设施管理有限公司订单培养。朝阳校
区：电话：64363542；通州校区：电话：
89568684

⽆⼈机应⽤技术
（航测⽅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培养掌握低空⽆⼈机⻜⾏技术和熟练的操控技能，
掌握电⽓⾃动化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备
良好的职业道德，较强的职业适应能⼒以及较好的
计算机应⽤⽔平，能从事低空⽆⼈机操控、维护维
修、低空⽆⼈机航拍、⽆⼈机植保等实际应⽤的⾼
素质技能型⼈才。15611681133

适合从事摄影测量员、测绘服务⼈员、
⽆⼈机驾驶员、⽆⼈机航拍摄影，⽆⼈
机维护、维修技师等⼯作。

⽆⼈机应⽤技术
（航拍技术⽅
向）

500013：北京市
新媒体技师学院
（P23-24提前
招⽣、P137-138
统⼀招⽣）

培养能够运⽤⽆⼈机相关理论与技术快速分析与
解决⼯作任务，具备从事低空⽆⼈机组装、调试、
维护、维修、操控、地勤、航拍航测、影像制作、
影像后期处理等岗位职业能⼒的优秀⾼端技能型
专⻔⼈才。18801374627

毕业⽣主要从事影视⼴告航拍航摄，农
林业植保，电⼒巡检，国家应急救援，
物流物资运输，交通监察，环境监测等
⼯作。可供职于电视台、影视制作公司、
⽆⼈机操控及维护的相关技术单位及⼤
型公司、单位宣传部⻔。

餐饮类

中餐烹饪

608001北京市
信息管理学校
（P33提前招
⽣、P148统⼀招
⽣）

建有⼑⼯技术、⻝品雕刻、中式菜肴制作、中式⾯
点制作、冷菜制作技术、⻄式烹调技术等实训教室，
授课教师均具备烹饪⾼级技师等国家职业资格证
书，且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18610433852

2019年部分京籍的学⽣通过参加北京市
单考单招升⼊⾼职院校，选择就业的学
⽣被钓⻥台国宾馆、京⻄宾馆、北京⾹
格⾥拉饭店、北京建国饭店、国⼆招宾
馆等企业录⽤，就业率 100%。

⻄餐烹饪

608001：北京市
信息管理学校
(P34提前招⽣、
P148统⼀招⽣)

特聘五星级酒店⾏政总厨与具有⾼级技师职业资
格的专业教师共同组成专业教学团队，精⼼培养学
⽣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提供⾼星级酒店实习和就
业平台。18610433852

2019年部分京籍的学⽣通过参加北京市
单考单招升⼊⾼职院校，选择就业的学
⽣被钓⻥台国宾馆、京⻄宾馆、北京⾹
格⾥拉饭店、北京建国饭店、国⼆招宾
馆等企业录⽤，就业率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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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类

中餐烹饪

612001：北京新
城职业学校
（P35提前招
⽣、P150统⼀招
⽣）

主要专业课程有：中餐厨师必修、⽔台、砧板、打
荷与炒锅、上杂与炒锅、中餐冷菜、中餐⾯点、营
养配餐、花式铁板烧、中式⾯点等，可关注北京新
城职业学校公众号，咨询电话：
61533967,13683699651

本专业⾯向酒店、餐馆、酒楼等餐饮企
业，培养从事中式热菜制作、冷菜制作、
⾯点制作的⾼素质技能型⼈才，优先推
荐北京环球度假区餐饮相关岗位⼯作，
此外还有星级酒店、中⾼档餐厅等岗位。

615001:北京市
⼤兴区第⼀职业
学校（P38提前
招⽣、P152-153
统⼀招⽣）

（010）61201745、（010）61202356
13621259138（王⽼师）、13716222793（赵⽼师）
13717537092（贺⽼师）、13651023228（赵⽼师）

全部升⼊对应衔接的⾼职院校

烹饪（中式烹调、
⻄式烹调、中⻄
式⾯点、烘焙⽅
向）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从事原料加⼯、切配、热菜制作、冷菜制作、
中⻄式⾯点制作的⾼素质技能型⼈才。咨询电话：
67223024

全聚德烤鸭集团、钓⻥台国宾馆、北京
饭店等

烹饪（中式烹调
⽅向）

500015：北京轻
⼯技师学院
（P24-25提前
招⽣、P138-139
统⼀招⽣）

本专业⾯向⾸都餐饮⾏业，培养掌握⻝品安全、烹
调原理、烹调技法等专业知识；能熟练完成原料加
⼯、菜肴制作等职业能⼒的⾼技能⼈才。咨询电话：
满⽼师 13671294251；李⽼师 18813116175。

就业率 98%以上，部分就业单位有：北
京饭店、中国⽯油•阳光国际、⼴州南联
航空⻝品有限公司、北京⾦茂威斯汀⼤
饭店等企业。

咖啡技艺

606001：北京市
丰台区职业教育
中⼼学校（P32
提前招⽣、
P146-147⻚统
⼀招⽣）

星巴克订单培养。招⽣计划 20个。咨询电话
67634859

2020年新专业，⽆毕业⽣。毕业后可到
星巴克旗下各⻔店及北京咖啡⾏业协会
合作企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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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体育服务

629001 北京市
延庆区第⼀职业
学校（P39-40
提前招⽣、
P154-155统⼀
招⽣）

校企共建专业。培养从事冰雪场馆管理、冰雪运动
教练、体育教师、冰雪运动相关服务、场地设备的
管理维护维修等技能型⼈才。咨询电
话:13601225735

2019年新增专业。⾼考升学：毕业后可
报考⾼等院校深造学习（2020年准备申
报与北京体育职业学院“3+2”中⾼职衔
接办学）；就业：进⼊北京梦起源体育
发展有限公司、万科⽯京⻰滑雪场等校
企合作从事冰雪体育相关⼯作。

电⼦竞技运动与
管理

605002：北京市
求实职业学校
（P31提前招
⽣、P145统⼀招
⽣）

培养电⼦竞技领域要求的⾼素质复合型⼈才。通过
系统学习和训练，使学⽣胜任电⼦竟技赛事组织与
策划、游戏主播、电⼦竞技运营与管理等相关岗位。
与完美世界密切合作，引进资深电⼦竞技⼤赛获奖
选⼿，承担专业课教学任务；教师团队不仅具有丰
富的电⼦竞技⾏业经验，还懂得科学的训练⽅法。
学⽣在校学习期间，能参加各种赛事的组织与策
划、游戏主播、线上线下⽐赛，通过系统学习和丰
富多彩的赛事活动帮助学⽣全⾯提升专业素养。联
系电话：64912554

在电竞产业链相关公司从事电⼦党技赛
事主持、记者、主播以及电竞赛事组织、
执⾏、策划、新媒体⽂案、新媒体栏⽬
制作等⼯作。

体育与健身类
（电⼦竞技运动
与管理）

400031：北京市
供销学校（P17
提前招⽣、P132
统⼀招⽣）

培养从事电⼦竞技运动职业选⼿、电⼦竞技俱乐部
领队、教练、赛事执⾏、电⼦竞技场馆保障服务⼈
才。主要⾯向电⼦竞技运动职业选⼿、电⼦竞技俱
乐部领队、教练、赛事执⾏、电⼦竞技场馆教练服
务⼯作。电话：60222458

与完美世界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等多家企业开展了深化合作。

休闲体育服务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
⼀招⽣）

培养具有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操作技能的休
闲体育运动项⽬技能指导、服务和管理岗位的⾼素
质技能型⼈才。服务分院：67223024

⼀兆⻙德健身俱乐部、北京君悦⼤酒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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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体育服务
（电⼦竞技运动
与管理⽅向）

500020：北京市
经贸⾼级技术学
校（P27提前招
⽣、P141-142统
⼀招⽣

培养从事电⼦竞技运动职业选⼿、电⼦竞技俱乐部
领队、教练、赛事执⾏、电⼦竞技场馆保障服务⼈
才。主要⾯向电⼦竞技运动职业选⼿、电⼦竞技俱
乐部领队、教练、赛事执⾏、电⼦竞技场馆教练服
务⼯作。电话：89346368

与⼤唐⽂娱（深圳）⽹络有限公司、完
美世界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多
家企业开展了深化合作。

幼⼉保育

400031：北京市
供销学校（P17
提前招⽣、P132
统⼀招⽣）

学前教育系⼊选北京市⾸批“⼯程师学院”建设项
⽬，携⼿⾦⾊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教育
集团等共同打造校企协同育⼈平台“⾦⾊摇篮幼教
学院”，将课堂拓展为学校和幼⼉园“双课堂”形式，
强化学⽣实训。电话：60222458

与北京⼤学医学部幼⼉园、北京理⼯⼤
学幼⼉园、丰台区太平桥东⾥幼⼉园、
北京⽔⽶⽥幼之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区双语碧波幼⼉园等多家幼
⼉园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真正实现与园
所零距离 100%就业。

400012：北京市
⾃动化⼯程学校
（P11提前招⽣、
P126-127统⼀
招⽣）。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幼⼉教师职业道德，先进幼⼉
教育理念，扎实幼⼉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掌握弹、
唱、跳、讲、画、做、研、管等专业技能，德智体
美全⾯发展的⾼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才。电话：
64858001、⼿机：13691241158

此专业为 2020年新增加专业，校企合作
单位：北京市昌平区博顿创意幼⼉园，
⽬前⽆毕业⽣。

500019：北京市
⼯艺美术⾼级技
⼯学校（P27提
前招⽣、P141统
⼀招⽣）

本专业致⼒于培养适应幼⼉教育⼯作要求和现代
幼⼉教育发展与改⾰需要，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
⼒，符合幼教专业健康、语⾔、社会、科学、艺术
五⼤领域课程要求并具备传统⺠间⼯艺技能，带有
传统⼯艺美术特⾊的优秀幼⼉教育⼯作者。联系电
话：60775678、18911292072刘⽼师

本专业毕业⽣就业单位主要为幼⼉园，
⽬前有⼗⼏家公办园与我校幼⼉教育专
业签订了实习协议，63918部队幼⼉园、
63921部队航天幼⼉园、北京清华⼤学
洁华幼⼉园、北京邮电⼤学幼⼉园等，
就业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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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
育

500020：北京市
经贸⾼级技术学
校（P27提前招
⽣、P141-142统
⼀招⽣)

学前教育系⼊选北京市⾸批“⼯程师学院”建设项⽬，
携⼿⾦⾊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教育集团等
共同打造校企协同育⼈平台“⾦⾊摇篮幼教学院”，将
课堂拓展为学校和幼⼉园“双课堂”形式，强化学⽣实
训。电话：89346368

与北京理⼯⼤学后勤集团幼教中⼼、中国农
业⼤学⻄校区幼⼉园、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
东⾥幼⼉园、北京⾦⾊摇篮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幼之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市房⼭区良乡双语第七幼⼉园、等多家幼⼉
园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真正实现与园所零距
离 100%就业。

卫⽣医
疗、⻝
品、制药
类、动物
医学类

⻝品加
⼯⼯艺

400014：北京市
经济管理学校
(P12提前招⽣)

⾯向⻝品烘焙、⻝品质量检测、⻝品品质控制、⻝品
营养成分分析等岗位，培养适应⾸都经济建设所需的
⾼素质具有良好综合职业素质⾼级技能型专⻔⼈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品专业集群具有 50多年的专业建设历
史，师资⼒量雄厚，是北京市职业院校创新
团队，共有专任教师 18名，教科研能⼒强，
拥有 2名博⼠、9名硕⼠，中级以上职称占
⽐ 88%。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合作培养从
事⻝品检验、品质控制等⽅⾯的技术技能⼈
才。拥有现代化⻝品检测实训基地，与中国
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PONY谱尼测试、国
家粮⻝与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三元⻝品
股份有限公司、艾丝碧⻄(巴黎⻉甜)⻝品有
限公司、中粮集团和京粮集团等多家知名企
业深度合作。

⻝品安
全与检
测技术

400014：北京市
经济管理学校
(P12提前招⽣、
P127统⼀招⽣)

⾯向⻝品⽣产、质量监控、营养⻝品及⻝品的营销、
管理、检测、科研院所从事产品辅助研发及实验⽀持
等⼯作岗位，培养适应⾸都市场经济和⻝品⾏业发展
需要，具备⻝品营养、卫⽣与⻝品质量检测基本理论
知识的⾼素质技术技能型⼈才。
学校地址：海淀区北洼路 83号
咨询电话：68423579/68461536

同上



108

卫⽣医
疗、⻝
品、制药
类、动物
医学类

药剂

400026：北京市
昌平卫⽣学校
（P14提前招⽣、
P129 统⼀招⽣）

主要培养适应药学相关事业发展需要的，掌握药品使
⽤、医药企业药品⽣产、药品质量检验分析等⽅⾯基
本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素质应⽤型⼈才。
69740737

医疗卫⽣⾏业中各级各类医院、医药企业、
社会药房（药店）、医药⽣产企业及相关领
域从事药学服务、医药物流、药品⽣产与检
验等⼯作。学⽣也可参加⾼考（单考单招）
选择相关专业提升学历。

⻝品加
⼯与检
验（⻝品
烘焙⽅
向）

500015：北京轻
⼯技师学院
（P24-25提前
招⽣、P138-139
统⼀招⽣）

本专业⾯向北京⻝品⾏业，培养具有基本的⽂化素养
和专业理论知识，能熟练制作⾯包、甜品、翻糖蛋糕、
花式咖啡、⻄餐等职业能⼒的⾼技能⼈才。咨询电话：
满⽼师 13671294251、李⽼师 18813116175。

第 45届世界技能⼤赛烘焙、糖艺/⻄点项⽬
中国集训基地，享受国家既助（助学⾦，1800
元/年）⼜免（免学费，2200元/年）政策，
就业率 98%以上，部分就业单位有：北京
饭店、⼴州南联航空⻝品有限公司、中国⽯
油·阳光国际、北京⼀轻⻝品集团有限公司
等企业。

⻝品加
⼯与检
验（⻝品
检验⽅
向）

500015：北京轻
⼯技师学院
（P24-25提前
招⽣、P138-139
统⼀招⽣）

本专业⾯向⻝品⽣产及流通企业、⻝品质检机构，培
养熟悉⻝品安全标准，能胜任⻝品常规理化分析、⻝
品添加剂、微⽣物、⻝品中药物残留检测等职业能⼒
的⾼技能⼈才。咨询电话：满⽼师 13671294251、李⽼
师 18813116175。

国家⼈社部⼀体化课程教学改⾰试点单位，
享受国家既助（助学⾦，1800元/年）⼜免
（免学费，2200元/年）政策，就业率 98%
以上，部分就业单位有：北京市⻝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中国⾁类⻝品综合研究中⼼、中
粮营养健康研究院、三元⻝品股份有限公司
等企业。

眼视光
技术

500015：北京轻
⼯技师学院
（P24-25提前
招⽣、P138-139
统⼀招⽣）

本专业⾯向眼镜验配中⼼、⽣产、零售等企业，培养
从事眼科与视功能检查、眼视光设备操作与维护保养、
眼镜产品加⼯、整形与质量检测，眼镜销售与验配、
视功能检测、分析与矫治等全⾯发展的⾼素质技能⼈
才。咨询电话：满⽼师 13671294251；李⽼师
18813116175。

就业率 98%以上，部分就业单位有：中国
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
司、中国⽯油·阳光国际、招商银⾏、北京
中科⼤洋传媒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亿和
⽂华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融德⼈⼒资源
咨询有限公司、天桥艺术中⼼等企业。



109

卫⽣医
疗、⻝
品、制药
类、动物
医学类

宠物养
护与经
营

400015：北京市
园林学校（P13提
前招⽣、
P127-128统⼀招
⽣）

本专业主要培养从事宠物诊疗、宠物饲养与驯养、宠
物美容、宠物商品营销等⼀线⼯作的⾼素质技术技能
型⼈才。毕业⽣胜任宠物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宠
物商品及医疗⽤品的销售；动物医院的经营管理等岗
位。
咨询电话：
61359863
61359836

本专业与美联众合动物医院联盟开展订单
培养，毕业⽣均可在该联盟旗下的宠物医院
就职。

制造类、
珠宝⽟
⽯类

制冷设
备运⽤
与维修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招
⽣）

培养从事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安装、调试、运⾏与维
修等⼯作的⾼素质技能型⼈才。机电分院沙河校区：
80719912

中国航天科⼯⼆院 23所、国家开发银⾏总
⾏等

珠宝⾸
饰鉴定
与营销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招
⽣）

培养从事珠宝⽟⽯鉴定、珠宝⾸饰鉴定与评估、珠宝
⾸饰营销、珠宝⾸饰企业管理等⼯作的⾼素质技能型
⼈才。机电分院海淀校区：88466810

元懋翔⽂化传播公司、永新华韵⽂化产业投
资集团等

珠宝⾸
饰鉴定
与营销

500019：北京市
⼯艺美术⾼级技
⼯学校（P27提前
招⽣、P141统⼀
招⽣）

本专业培养能够熟练掌握珠宝⽟⽯的鉴定⽅法和营销
技能，熟悉⾦银铂钯等贵⾦属饰品的基本性质和检测
⽅法，基本掌握珠宝⾸饰设计、宝⽟⽯加⼯和⾸饰镶
嵌技能，具备符合贵⾦属⾸饰与宝⽟⽯检测员国家职
业标准要求的职业素养、知识和技能，取得贵⾦属⾸
饰与宝⽟⽯检测员职业资格证书。联系电话：
60775678、18911292072刘⽼师

本专业毕业⽣就业单位主要为珠宝⾸饰鉴
定与营销公司，如⼯美集团下属的⼆级单
位，北京市⾸检站等，就业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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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
饰设计
与制作

500001：北京市
⼯贸技师学院
（P20提前招⽣、
P134-135统⼀招
⽣）

培养从事珠宝⾸饰设计、珠宝⾸饰加⼯、珠宝⾸饰定
制等⼯作的⾼素质技能型⼈才。轻⼯分院：67633851

北京恒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珐琅⼚等

500019：北京市
⼯艺美术⾼级技
⼯学校（P27提前
招⽣、P141统⼀
招⽣）

本专业培养能够适应珠宝⾸饰设计与制作领域的第⼀
线需求，掌握系统的珠宝⾸饰绘图、珠宝⾸饰设计、
珠宝⾸饰加⼯制作等专业知识及相关专业技能，具备
“⼀技之⻓+综合素质”的德智体美全⾯发展的⾼素质
技能型⼈才。联系电话：60775678、18911292072刘⽼
师

本专业毕业⽣就业单位主要为珠宝⾸饰设
计与加⼯⾏业，，就业率 95%。

四、职⾼办综合⾼中班（普通⾼中学籍）
专业
分类

专业
名称

相关学校
（简章代码及⻚码）

专业介绍及咨询电话 2020年就业情况

普通⾼中
综合⾼中班
(绘画)

208065：北京市信
息管理学校（P10提

前招⽣）
普通⾼中学籍，咨询电话：13681504587

参加艺术类普通⾼考，升⼊⾼⽔平艺术院校
或综合⼤学艺术院系。

说明：以上各校信息由海淀区教育招⽣和考试中⼼中招办汇总编制，相关学校提供信息并保证真实性，

仅供家⻓填报志愿时参考，如有出⼊，以《2021年北京市⾼级中等学校招⽣简章》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