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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列入一次性经济补贴发放范围的外省市院校名单 

本科普通批（193 所） 

学校名称 所在省 
上海 

代码 
 学校名称 

所在

省 

上海 

代码 

太原科技大学 山西 311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 754 

中北大学 山西 312  湖南商学院 湖南 755 

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 313  南华大学 湖南 756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 314  长沙医学院 湖南 757 

山西医科大学 山西 315  长沙学院 湖南 758 

山西大同大学 山西 316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 759 

忻州师范学院 山西 317  湖南工学院 湖南 760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 318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 761 

山西中医药大学 山西 319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 湖南 762 

吕梁学院 山西 320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763 

山西传媒学院 山西 32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 791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山西 322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 792 

山西大学 山西 323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793 

东北大学 辽宁 334  广西大学 广西 794 

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 辽宁 335  重庆大学 重庆 811 

辽宁大学 辽宁 336  西南大学 重庆 812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337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 813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辽宁 338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814 

沈阳理工大学 辽宁 339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 815 

辽宁科技大学 辽宁 340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816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辽宁 341  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 817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宁 342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818 

沈阳化工大学 辽宁 343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 819 

沈阳建筑大学 辽宁 346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 820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347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 821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349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重庆 822 

锦州医科大学 辽宁 350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重庆 823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352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重庆 824 

沈阳工程学院 辽宁 357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重庆 825 

辽宁何氏医学院 辽宁 360  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 826 

吉林大学 吉林 371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831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 372  四川大学 四川 832 

延边大学 吉林 373  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 833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374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834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 375  西南财经大学 四川 835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376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四川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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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华大学 吉林 377  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 837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 378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 838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 379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839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 380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四川 840 

长春建筑学院 吉林 381  西华大学 四川 841 

长春工程学院 吉林 382  西南医科大学 四川 842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391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 843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黑龙江 392  成都东软学院 四川 844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393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四川 845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394  四川轻化工大学（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 846 

哈尔滨理工大学 黑龙江 395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 847 

黑龙江科技大学 黑龙江 396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851 

东北石油大学 黑龙江 397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852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398  昆明医科大学 云南 853 

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 399  大理大学 云南 854 

哈尔滨医科大学 黑龙江 400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855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 401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 856 

齐齐哈尔大学 黑龙江 402  云南警官学院 云南 857 

哈尔滨商业大学 黑龙江 40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云南 858 

哈尔滨金融学院 黑龙江 404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云南 859 

齐齐哈尔医学院 黑龙江 405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云南 860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406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云南 861 

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 711  云南大学 云南 862 

武汉大学 湖北 712  普洱学院 云南 863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713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864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714  贵州大学 贵州 866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715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 867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716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871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71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陕西 87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 718  长安大学 陕西 873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71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874 

长江大学 湖北 720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875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721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876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 722  西北大学 陕西 877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北 723  西安理工大学 陕西 878 

湖北大学 湖北 724  西安工业大学 陕西 879 

湖北医药学院 湖北 725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880 

三峡大学 湖北 726  西安科技大学 陕西 881 

武汉东湖学院 湖北 727  西安石油大学 陕西 882 

武昌首义学院 湖北 728  陕西科技大学 陕西 883 

武昌理工学院 湖北 729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 884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湖北 730  宝鸡文理学院 陕西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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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湖北 731  渭南师范学院 陕西 886 

江汉大学文理学院 湖北 732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887 

文华学院 湖北 733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 888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湖北 734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 889 

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 湖北 735  西安财经大学（西安财经学院） 陕西 890 

江汉大学 湖北 736  西安邮电大学 陕西 891 

湖南大学 湖南 741  西安思源学院 陕西 892 

中南大学 湖南 742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陕西 893 

湘潭大学 湖南 74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陕西 894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744  西安财经大学行知学院 陕西 895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745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911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746  兰州大学 甘肃 912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 747  兰州理工大学 甘肃 913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748  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 914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 749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915 

湘南学院 湖南 750  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 916 

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 751  石河子大学 新疆 941 

邵阳学院 湖南 752  塔里木大学 新疆 942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 753     

       

专科普通批（17所） 

学校名称 
所在

省 

招生 

代码 
 学校名称 

所在

省 

招生 

代码 

哈尔滨医科大学 黑龙江 H21  保险职业学院 湖南 K13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 H22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K14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 H23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重庆 K31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黑龙江 H24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四川 K42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湖北 K01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K43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 湖北 K03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K44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湖北 K0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K45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K11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K5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K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