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东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一、学校简介 

丹东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简称丹东职专）是由原丹东一职专、二职专、

财贸中专、二十七中合并而成，现位于丹东市振兴区中心北路 6号，校园占地约

80000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约 60000 平方米，是丹东市教育局直属公办学校、

国家重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学校先后被评

为全国职教先进单位、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省职教先进单位、省德育先进学校、

省科研先进单位。学校现有国家级示范专业 2个，省级示范专业 4个，省级创新

型实训基地 5个。现有 97个教学班，2859 名学生，教职工 283名，正高级教师

10人，高级教师 118 人。 

学校秉承“以改立魂、以质立本、以德立职、以技立业”的办学理念，追求

质量提升和内涵发展，以建成区域职教名校为发展定位，深化办学模式、人才培

养模式、教学模式、评价机制等方面的改革，构建了“岗学对接、学训交替”的

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理实一体、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构建了“理实一

体、能质并重”的课程体系。健全了“发展骨干、专兼结合”师资队伍建设机制。

确立了“校部分层、条块结合”的立体化管理体系，促进学校规模、结构、质量、



效益的协调发展。学校以为丹东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技能人才为己任，改革

创新，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丹东职专始终以为人民从教，让人民满意为宗旨。多年来，为国家外交部、

商务部、钓鱼台国宾馆、北京汽车集团、北京中彩佳印图文设计有限公司、青岛

海尔集团、宁波万豪酒店、南京索菲特酒店、丹东五一八集团公司、丹东克隆集

团、东港和本精密、丹东鑫海装潢广告有限公司、丹东永联服装厂、丹东慧美美

容美发连锁机构、童盈教育连锁机构、小海豚幼儿园等单位培养了数万名合格的

专业人才。同时，学校有数千人升入高等院校。 

二、收费标准及资助政策 

1.学费每生 2000 元/年，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

（含县镇）户籍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五年大专专

业在丹东职专就读执行本校收费标准，在联办学院就读执行该学院收费标准。 

2.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建档立卡、低保、孤儿、烈士子女及残疾人子

女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国家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 2000元。 

3.全日制二年级及以上学生学习成绩优异、专业技能突出、综合素质等方面

表现特别优秀学生有机会荣获国家级奖学金每生 6000元。 

4.住宿费每生 200元/学期。 

三、联络方式 

   校    址:丹东市振兴区中心北路六号（丹东市政府后侧） 

网    址:http://www.ddzyzz.net 

乘车路线: 303、401、307 （丹东职专站）221、888、H1 （市政府站） 



咨 询 电 话 : 0415--2336306 0415--2305573 13358774886 13050376195 

13842586772    15241598587   13470457169 

四、招生计划 

方向 专    业 层次 学制 人数 备  注 

中   

职     

方   

向 

中餐烹饪 
中专 3年 30  

中餐烹饪高考升学 

西餐烹饪 中专 3年 30  

中西面点 中专 3年 30  

旅游服务与管理 
中专 3年 30 含韩国语 

旅游服务与管理高考升学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中专 3年 30 含茶艺及茶营销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中专 3年 30  

美发与形象设计 中专 3年 30  

美容美体艺术 中专 3年 30  

幼儿保育 
中专 3年 80  

幼儿保育高考升学 

会计事务 
中专 3年 30  

会计事务高考升学 

计算机平面设计 中专 3年 30  

计算机应用 
中专 3年 30  

计算机应用高考升学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中专 3年 30  

物联网技术应用 中专 3年 30 含智能家居 

机电技术应用 
中专 3年 30 

数控、电工、模具、焊接 

机电技术应用高考升学 机械加工、仪器仪表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中专 3年 30  

汽车美容与装潢 中专 3年 30  

汽车运用与维修 中专 3年 30 含新能源汽车维修 

五 

年 

大 

专 

方 

向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大专 5年 35 

与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联办 

数控技术 大专 5年 30 

物联网应用技术 大专 5年 30 

数字媒体技术 大专 5年 30 

工业机器人技术 大专 5年 30 

智能焊接技术 大专 5年 30 
与渤海船舶职业学院联办 

电气自动化技术 大专 5年 30 

烹饪工艺与营养 大专 5年 80 与辽宁现代职业技术学院联办 



旅游管理 大专 5年 20 

 

五、专业介绍 

  （一）中餐烹饪 、西餐烹饪、中西面点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中餐烹饪 、西餐烹饪、中西面点操作人员、营养配餐人员和餐饮营销

及管理人员。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宾馆、饭店、酒楼等餐饮企业及单位的餐厅、食堂、中央厨房、中西

餐厅从事中式烹调、西式烹调及中西面点制作营养配餐的设计制作及管理等工作。 

     

（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旅游服务与管理及地铁服务与管理人员。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旅行社、旅游景点、各类展馆等旅游企事业单位，从事旅行社外联、

产品策划、营销、前台、计调、导游、讲解等工作。 



 

（三）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及海乘服务与管理人员。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高星级饭店、主题饭店、大型会议中心、高档度假村、豪华游轮等

单位，从事前厅、客房、餐厅、康乐等部门的服务运营与管理工作。 

 

（四）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现代家政的管理与服务人员。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家政服务机构、社区服务机构、老年服务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健

身美体中心、婴幼儿的早教育婴托管行业，从事家政服务、营养指导、健康管理、

综合事务等的服务与管理工作。 



 

 

（五）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美发与形象设计工作人员。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美发中心、形象设计室、婚纱摄影中心、广告影视媒体等单位，从

事美发与形象设计等操作和相关用品的营销工作。 

 

（六）美容美体艺术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美容美体工作人员。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美容中心、形象设计室、影楼、广告影视媒体等单位，从事皮肤护

理、美体、美甲、化妆、形象设计等技术操作及相关用品营销。 

 

（七）幼儿保育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熟练掌握婴幼儿保教工作人员。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幼儿园、早教机构、课后托教中心、自行创设或经营儿童教育等相

关工作。 

 

（八）会计事务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基层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工作人员。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企事业单位和经济组织，从事基层会计核算、出纳、收银、文秘等工作。 

 

（九）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计算机平面设计领域的操作人员。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计算机平面设计领域，从事计算机图像处理、广告制作、桌面排版、

电子出版、网页美工、装饰装潢设计、工程效果设计等技术应用和操作工作。 

 

（十）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多媒体作品制作、摄影摄像、数字视频特效制作、动画绘制、印前

制作、多媒体产品销售等岗位的中等职业技能人才。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企事业单位的多媒体制作、数字视频合成、音视频设备检验、计算

机乐谱制作、彩铃、彩信制作等工作。 

 

（十一）物联网技术应用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物联网行业的生产、技术服务、维护维修、产品推广及营销等工作

的中等技能人才。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智能交通、智能家居、智慧农业等领域物联网系统的集成测试、操

作维护、营销与技术支持等岗位的工作。 

 

（十二）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的安装、调试、编程、维修、运行等方面的生

产及管理等技能型人才。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工业机器人生产制造及应用，企事业单位从事工业机器人及其相关机

电设备的应用、编程、系统集成、安装调试、销售及技术服务、维修与保养等工作。 

 

（十三）计算机应用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的调试、使用、维护、管理、销售的工作人员。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应用计算机技术的企事业单位，从事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的调试、使用、

维护、管理、销售、办公应用、网络应用、多媒体应用和信息处理等工作。 

 

（十四）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机电、数控、焊接和供用电技术应用的操作和设备维修及机电产品的营

销人员。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制造类企业，从事自动化设备和生产线的安装、调试、运行、维护、

营销和数控设备的操作与编程，焊接操作和产品质量检验等工作。 

 

（十五）汽车美容与装潢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汽车美容与装潢及维修等工作人员。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汽车行业从事汽车内外装饰、汽车电器装饰、汽车安全防护装饰、

汽车底盘装饰、汽车美容装潢、车身养护、汽车涂装设备及相关耗材销售等工作。 

 

（十六）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机动车运用与维修人员。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汽车运输与修理企业，从事汽车装配、维护、修理、检测、装潢及

车辆改造等工作。 

 

（十七）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五年全日制大专） 

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现代烹饪、营养、中医养生、餐饮管理知识，具有深厚的辽菜餐饮

文化底蕴的烹饪制作、膳食配餐、餐饮管理的技能型人才。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高星级酒店餐饮部门、社会餐饮企业、餐饮行业从事生产、经营、

管理、销售等工作。 

备注：分别在丹东职专、辽宁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就读。中专阶段注册中餐烹

饪专业学籍。 

 

（十八）旅游服管理（五年全日制大专） 

培养目标： 

培养旅游服务行业的管理人员。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行社、旅游景区、旅游服务公司、旅游电商

行业等企事业单位，从事旅游行业的服务与管理、导游接待、文化与服务业策划

与营销、文秘与公关等工作。 

备注：分别在丹东职专、辽宁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就读。中专阶段注册旅游服

务与管理专业学籍。 

 

 
 

（十九）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五年全日制大专） 

培养目标： 

培养能胜任电气自动化技术相关岗位的具有实际操作本领的技能型人才。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电气设备行业或企业供配电系统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从事安装、调

试、维护、检修、设计、技术改造及其管理销售等工作。 

备注：分别在丹东职专、渤海船舶职业学院就读。中专阶段注册机电技术应

用专业学籍。 



 

（二十）智能焊接技术专业（五年全日制大专） 

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自动化及智能化焊接技术，从事各种焊接技术的工艺编制、实施、

质量检测和技术管理的技术专门人才。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机械、电子、石油、化工、能源等行业，从事机械产品的结构设计、

焊接工艺与工装设计、焊接生产检验、焊接设备操作、维护及销售等工作。 

备注：分别在丹东职专、渤海船舶职业学院就读。中专阶段注册机电技术应

用专业学籍。 

 

（二十一）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专业（五年全日制大专）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汽车应用、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鉴定与评估、汽车营销及管理工

作的技能型人才。 

就业方向： 

主要从事汽车制造、装配、维修等工作，也可以从事汽车销售、贸易、管理

及车辆改装、技术开发等技术工作。 

备 注：分别在丹东职专、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就读。中专阶段注册汽车



运用与维修专业学籍。 

 

（二十二）数控技术专业（五年全日制大专）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数控车床、数控铣床、加工中心操作和编程，能够进行数控机床的

安装、调试与维护工作，能适应企业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大中型企业。从事数控机床操作、数控编程、数控加工，质检、技

术服务、数控设备维护与维修、车间管理等工作。 

备 注：分别在丹东职专、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就读。中专阶段注册机电

技术应用专业学籍。 

 

（二十三）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五年全日制大专）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物联网行业具有创业创新能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物联网行业，从事物联网行业的通信架构、网络协议、信息安全等

的设计、开发、营销、管理与维护等工作。 



备 注：分别在丹东职专、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就读。 

 

（二十四）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五年全日制大专） 

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综合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图像等信息制作及相关领域知识，熟

悉数字媒体设计规律和制作流程及数字媒体管理等工作的技术技能人才。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广告、动画、网络、广播、电视、教育教学、印刷、出版等行业。

从事数字媒体开发、多媒体设计制作、音视频数字化、数字出版、游戏美工、动

画设计与制作、网页设计与网站维护、信息服务等工作。 

备 注：分别在丹东职专、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就读。 

 

（二十五）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五年全日制大专）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工业机器人的设计安装、调试操作、维修维护、市场营销及技术管

理等技能型人才。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工业机器人生产制造及应用企事业单位，从事工业机器人及其相关机

电设备的应用、编程、系统集成、安装调试、销售及技术服务、维修与保养等工作。 



备 注：分别在丹东职专、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就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