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名称 专业简介

金融学

海南省特色专业。金融学所隶属的应用经济学是海

南大学“十三五”规划的五个一流建设学科之一。海南

大学金融学专业拥有金融学本科和金融学硕、金融专硕

两个硕士点，其中金融学本科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截

至 2022 年 6 月，金融学专业共有 30 名专任教师。其中，

教授 9 名，副教授 12 名，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26 名。

近三年来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在全校均保持名

列前茅，升学率连续位居全校各专业之首，升学的去向

大部分为国内 985 高校、211 高校和国外世界知名高校，

教学成果卓著。教师队伍学识结构多元化、科研能力强，

在研多项国家级课题和省级课题。近五年来金融学专业

教师获奖情况科研成果奖十余项，出版著作 10 余部。近

五年来金融学专业教师发表高水平论文 40 余篇，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 余项。金融学专业知名教授有李

世杰、王丽娅、孙建军、马国强、符蕾、王勇等。

国际经济与贸易

于 2021 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其所隶

属的应用经济学是海南省特色专业。海南大学国贸专业

拥有高素质师资团队，其中教授 4人，副教授 10 人，讲

师 7人，博士占比达 90%以上。具有特色的冬季小学期更

是吸引了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加入到本专业师资团队。

国贸专业始终把教学放在首位，着力提升教学质量。形

成了服务于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和“一带一路”国

家倡议的专业特色及课程优势，培养了大批服务于开放

型经济的优秀人才。国贸专业目前拥有世界经济学术硕

士和国际商务专业硕士两个硕士授予点；拥有 1 个省级

教学团队，2个省级科研团队，4门省级精品课程。

法学

2008 年被教育部确定为第三批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建

设点，2019 年被教育部确定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所在法学学科 2017 年获海南省 A类特色重点学

科；2018 年在国家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 B 等，在全国法

学院校中并列第 29 位；以法学学科为核心的文化旅游学

科群 2018 年被教育部确定为特色优势学科；在 2020 年

软科中国大学法学学科排名第 18 位。法学专业现在有 1

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1门国家级精品课程、1门国家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全国大学

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1个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法学专业重视实践教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建立 3 家

海外实习基地及国内建立近 70 家实习基地。

汉语言文学

旨在培养掌握中文基础理论和技能、具有广阔的人

文背景知识背景、熟悉学科发展动态、具备良好审美能

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具备语言文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的高层次专业人才。本专业主要为高校及科研院所、教

育文化出版传媒机构以及政府机关等企业事业单位培养

中文学科复合型人才。

传播学

培养在各类传媒、党政机关、政府宣传部门、事业

机构、广告公司、营销策划公司、媒介研究公司以及其

他公共传播机构从事跨国际、跨文化、跨专业领域公共

关系协调和公共信息传播的专业人才。本专业毕业生具

备比较宽厚的人文、社科基础知识以及一定的自然科学

基础知识，能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独立观察

分析社会现象，系统掌握新闻传播学知识，具备较强实

务操作技能，熟悉新闻传播政策法规、熟悉媒体融合发

展趋势与运作机制，掌握计算机及网络信息应用技术。

戏剧影视文学

培养具备戏剧与影视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初

步对戏剧影视创作的基本技能及史论进行理论分析研究

的能力，能在文化馆站、中小学、社会戏剧团体、出版、

广播影视部门从事创意策划、创作、研究、教学、管理

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并为进一步深造打

下基础。

俄语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多元文化素养为指导

理念，以培养创新意识高、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复合

型俄语人才为培养目标。基础阶段重点培养学生的语言

知识和实践能力，高级阶段着重提高学生对俄语国家文

化的了解，在传统的俄语课程之外导入中国文化、海南

地域文化以及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传播等内容。培养既有

扎实的语言基础和较强的语言实践能力，又掌握中国国

情和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等人文知识、适应我国对外交

流、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能够在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俄语人才。

日语



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日语基本功与专

业知识和能力、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多元文化

素养的复合型日语人才。

英语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多元文化素养为指导

理念，以培养创新意识高、实践能力强的复合型英语人

才为目标。基础阶段重点培养学生的语言知识和实践能

力，高级阶段着重提高学生对语言对象国文化的了解，

在传统的外语课程之外导入中国文化、海南地域文化以

及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传播等内容。培养既有扎实的语言

基础和较强的语言实践能力，又掌握中国国情和语言对

象国的社会文化等人文知识，适应我国对外交流、国家

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能够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英语人

才。

思想政治教育

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正确的政治

立场与方向、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扎实的专业

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底蕴的复合型人才，毕业生

既能在学校、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事以本专业为基

础的教学、宣传、组织、管理工作，又可以继续深造从

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成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

人。

生物科学

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于 2008

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于 2015 年成功招收了第一届理科

实验班。所在生物学一级学科，2010 年获批博士学位授

权点、2014 年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形成了本-硕-博

一体化培养体系。生物科学专业拥有 1 个国家级教学团

队、2个省级教学团队、5门省级精品课程，以及 2个省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专业所在学院建有科技部“热带

生物与医药”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热带生物资源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海南大学基础生物学公共教学平台”。

生物技术

成功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999 年原华

南热带农业大学成立生物技术系，2001 年开始招生，2009

年被评为海南省特色专业，具备坚实的专业教育基础。

2019 年申报并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目前，在以实现海

南岛“全健康”的大背景下，将进一步建成为以理学为



基础，与医学、药学交叉发展的复合型专业。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省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等实践教学平台，本专业

获得省级特色专业和省级教学团队，获得 2 项省级精品

课程，学生获得多项国内外比赛奖项。此外，我们还拥

有热带生物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热带海洋生物医药

新药研发技术平台、院士工作站等实验实习教学基地。

电子信息工程

设立于 1998 年，前身为 1985 年设立的应用电子技术

专业，2020 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名单。专业

建设按照新工科理念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面向国

家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信息领域发展的人才需求,

秉承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培养人格健全、基础宽厚、

专业精通，能够在电子信息工程及相关专业领域从事研

究、设计、开发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通信工程

设立于 2002 年，2019 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名单，是海南大学首批按照新工科理念和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标准建设的专业之一，工程教育认证专业申请获

受理。多年来，本专业系统开展海洋信息感知、传输、

处理与应用的技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是国内最早开展海

洋信息相关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专业之一，师资力量

雄厚、教学质量过硬，为信息与通信行业输送了大批优

秀的专业技术人才。

人工智能

从 2021 年开始首届招生，于 2022 年获批海南省一

流本科建设专业，其前身是 2019 年设立的海南大学智能

科学与技术专业。本专业面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国

家新兴产业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进行设立。修业

年限 4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海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是海南大学“211 工程”

和“中西部能力提升计划”重点建设专业。本专业立足

于海南区域特色与优势，围绕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港

战略、“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海南省“海洋强省”

战略、国际旅游岛与智慧岛战略目标，面向信息产业发

展需求，瞄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前沿，以计算

机领域关键技术研究为中心，优化团队建设，加强“产



学研”合作，推动技术创新。致力于为国家和海南省经

济社会发展培养高层次的信息技术科研与应用人才，成

为支撑地方信息产业发展的高水平“智库”和区域创新

中心。

软件工程（NIIT）

2018 年起正式招生，该班采用与印度国家信息学院

（NIIT，简称安艾艾迪）合作办学的模式，引进安艾艾

迪教育资源和前沿课程体系，采用双语教学和项目式实

习实训方式，以提高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科技创新能

力，培养高质量的国际化软件工程与互联网创新人才。

毕业生除取得海南大学毕业证外，还可获得安艾艾迪认

证证书，提高就业能力。

食品科学与工程

起源于1958年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热带作物产品加工

专业，是海南省最早设置的本科专业之一；2007 年成为

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19 年，成为国家一流本科专

业，并通过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成为海南省首个

通过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专业；2020 年，“食品工

艺学”课程入选首批国家级线下一流课程，同年还获得

海南大学理科实验班招生资格。目前已形成了食品科学

与工程“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

食品质量与安全

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扎实的专业理

论基础，掌握化学、生物学、营养学、食品安全学、食

品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富有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基础牢固，知识面宽，综合素质高，

能在相关企业、检验机构、监督管理部门、科研机构等

企事业单位从事食品质量与安全的分析检测、质量控制、

安全评价、监督管理、生产管理、经营及科学研究等方

面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专业人才。

海洋科学

以国家战略和产业人才需求为导向，坚持宽口径培

养，在夯实高等数理化知识的基础上，设置海洋生物、

海洋化学、物理海洋、海洋地质四个培养方向，搭配学

科前沿讲座、创新创业特色课程以及不同层次的野外实

习，实行本科全程导师制，实现理论与实践、基础知识

与前沿进展、知识学习与科研素养培育等在培养过程中

的深度融合。通过本科四年学习，学生将具有从事海洋

科学研究、海洋资源保护与开发、海洋监测与管理等方

面所需基础理论与实践技能，同时拥有正确的海洋观、



广阔的海洋视野及优秀的实操技能的高素质人才。

水产养殖学

立足海南自由贸易区（港）、服务国家海洋强国、

生态文明建设和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曾先后入选海

南省重点学科、国家“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首批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和教育部“新农科”教育改革

项目，同时也是海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世界一

流学科群支撑专业。水产学科具有水产养殖本科专业 1

个、水产学一级硕士点 1个、专业硕士点(渔业发展)1 个，

同时也是水生生物学方向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的培养单

位及，已形成“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

养体系。学科拥有海南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海洋生物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热带生物资源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海南省热带水生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海南省院士团队创新中心、海南省水产种业工程研究中

心等科研和教学平台。

旅游管理

在 2019 年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具有

“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2000 年 9 月开始招收

本科生，2007 年开始招收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2018 年

3 月获得旅游管理博士学位授予权，2019 年正式招收博

士生。目前，旅游管理专业是海南大学办学层次最多（本

科、硕士、博士）、类型最全（博士后、MTA、中外合作

办学、成教、留学生项目）、规模最大（超过 1500 人在

校学生规模）的专业之一。

酒店管理

是海南大学“文化旅游学科群”的核心专业之一，

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现已发展成为“本硕

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较高

人文素质、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社会责任，

能胜任国际酒店接待业服务、运营及管理，并可以在学

术领域继续拓展的国际化、复合型款待业高级管理人才。

至今，培养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 2000 余人，多数已成为

国际品牌酒店集团企业高管和社会各行业精英。

会展经济与管理
会展旅游是海南自贸港“十四五”规划中的重点产

业，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被海南大学列为“文化 旅游世

界一流学科群”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培养立足海南、



放眼世界，培养学术型、专业型及学术与专业相结合的

高层次会展人才。本专业于 2021 年 3 月获批“省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目前办有本科、硕士、博士、博士

后、MTA、中外合作办学（中国-爱尔兰合作办学）、留

学生项目等，具有办学层次多、类型全的显著特点。

工商管理

立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发展需要，服务于“一

带一路”建设，坚持道器并举的培养理念，以厚基础、

宽口径、强能力、国际化为特点，培养系统掌握现代工

商管理理论、知识和方法，拥有全球视野和家国情怀，

创新意识强、实干精神强、适应能力强，能够在工商企

业、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从事经营管理工作

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会计学

2021 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坚持立足海

南，放眼世界、服务重点行业，为海南建设与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培养具备经济、管理、法律和会计等专业

知识技能，精会计、懂管理、能决策的高素质、国际化、

复合型人才。

物流管理

2021 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立足于海南

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服务于“一带一路”建

设，培养掌握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和运营管理的理论、

方法、模型和工具，深入了解人工智能、大数据、经济

学和服务管理等多领域专业知识，具备一定的研究素养、

良好的数理基础和大数据分析能力，具备较强的创新精

神、创业意识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就业面广、适应

性强，能够从事各产业中涉及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相关

管理工作，具有扎实物流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复合型

国际化人才。

农林经济管理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立足于热带农业特色，

服务于乡村振兴、海南自由贸易港和“一带一路”建设

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完整的

农林经济管理知识体系，了解国际前沿、中国发展与热

区实践；具备发现农林经济管理问题并通过研究加以分



析、解决的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与创业精神、

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能够胜任各级政府涉农部门、

企事业单位与相关研究机构等专业岗位的复合型高层次

管理人才。

行政管理

2019 年被评为海南省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现

正积极推进专业综合改革，打造“金课”，完善育人服

务体系，实现专业内涵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更

好服务国家战略和海南自贸港建设。

在专业优势上，本专业在地方治理、社会保障、南海

战略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具有较强的优势和特色。在师

资队伍上，行政管理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25 人，其中教授

11 人，博士 19 人，12 人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省杰出人

才 1人，省领军人才 3人，省拔尖人才 13 人，省“515

人才工程”人才 3人，省千人计划人选 1人。主持国家

级项目 13 项，13 人在各级政府部门担任顾问，多名教师

在政府部门挂职，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较丰富。在课程设

置上，注重对学生领导能力、研究能力和公务员技能等

方面的提升，主要专业课程有《政治学》《行政管理学》

《公务员制度》《公共经济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非营利组织管理》《组织行

为学》《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电子政务》等专业特色

明显的课程，这些课程对夯实学生专业基础，提高实践

技能，成为高层次、复合型行政管理人才提供了理论支

撑。

土地资源管理

于 1993 年设立，是国家控制布点专业。从两年制专

科到三年制专科，发展到 2000 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四年

制本科，2019 年招收学术型研究生。在近三十年的发展

历程中，土地资源管理专业逐渐发展成熟，成为海南省

土地行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和开展土地科学研究的重

要基地。

在专业优势上，本专业作为海南省特色专业和唯一设

点专业，是海南省土地学会依托专业，所培养的具有土

地资源管理专业素质人才是海南省自然资源行业重要的

人才输出平台，专业毕业生具有较高的专业竞争力和就

业竞争力，在攻读更高学位的推免或考研环节也具有较

强的竞争优势。在师资力量上，本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3



人，其中教授 6人，副教授 5人，讲师 2人，均具有研

究生以上学历，获得省级人才称号的 10 人；主持国家级

课题 7项，省级科研课题近 30 项，多位专业老师省、市

县等各级职能部门长期从事政策咨询顾问，教学科研实

力雄厚。课程设置方面，专业核心课程包括管理学原理、

土地资源学、土地管理学、土地经济学、土地法学、国

土空间规划、地籍管理、土地信息系统、不动产估价、

城市规划原理。人才培养目标是掌握扎实的、专业系统

的、深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熟悉自然资源为研究

对象的学科领域的学术进展，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创新

能力和科学研究组织能力，具有较高的从事自然资源管

理、政策评价的行政管理素质，拥有在政府部门、公司

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工作的能力，熟练掌握一

门外语，达到能够撰写专业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

水平。就业主要去向是在自然资源管理、资产评估、城

建、农业农村、房地产及相关领域政府、事业单位、企

业等从事自然资源调查与评价、国土空间规划、地籍管

理、不动产估价、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及自然

资源管理政策法规等工作。

舞蹈编导

培养具备舞蹈编导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文艺单

位、文化馆站、中小学、出版、广播影视等部门，从事

舞蹈编创、教学、表演、研究、编辑等工作的复合型、

创新型高级专业人才。毕业生还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

识和能力：掌握舞蹈编导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

舞蹈编导技法等各项专业技能；系统掌握各种舞蹈基本

素材；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较强的审美感受力和创造

性思维能力；熟悉有关文艺的方针政策、具备良好的职

业道德。

绘画

进校后分油画、雕塑、中国画、综合材料等专业方

向进行培养。重视学科理论与实践性的融合，组织专业

艺术实践和考察，包括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少数民族

艺术展馆等方式学习，或对设计机构进行考察与调研，

或进行采风、写生活动，尤其对有地方特色的民俗、建

筑、艺术等进行细致的考察与挖掘整理，培养具备科学

文化素养和艺术理论知识，同时具备绘画艺术创作、教

学、研究等方面的能力，能在文化艺术领域、教育、设

计、研究、出版等单位从事教学、创作、研究、出版、



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专业及应用型人才。

视觉传达与设计

打通平面设计与空间设计的界限，以专业为基础，

以新技术的融合交互为动力，逐步实现由传统纸质媒介

设计向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媒介设计的转变，逐渐实践和

扩展。本专业培养具有国际设计视野的同时了解本土文

化及特色，具有设计创新思维意识，在“大设计”平台

基础上掌握相应的设计表达、沟通技能，能够掌握专业

基础理论、相关学科领域知识与专业技能，能胜任企事

业、设计部门、学校、科研单位从事专业设计及教学、

科研、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同时

为海南国际设计岛和自贸港建设培养急需的相关专业人

才。

会展经济与管理

（中外合作办学）

对应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大学（TU Dublin）对应专业：

Event Management，引进并融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旅

游发展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教师团队及其他相关教

学资源，培养具有国际化理念和视野，熟悉旅游及款待

业国际运营与管理规则，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际化高

素质专业复合型人才。

海南大学与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大学合作举办的“会

展经济与管理专业”本科教育项目于 2015 年 1 月获教育

部正式批准，同年 9月开始招生，是海南大学第一个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也是海南省首个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本项目在海南大学现有办学优势的

基础上，引进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大学会展管理专业本科

教学体系，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会

展高级管理人才。

本项目旨在培养外语应用能力强、通晓国际会展知

识、具有国际视野和良好的国际商务沟通能力的复合型

管理人才。通过系统学习，毕业生能够：（1）具备良好

的职业道德、文化素养以及扎实的知识基础；（2）掌握

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会展策划、运营与管理

的基本理论与方法；（3）熟悉国内外会展业的现状和法

规，知晓全球会展业运作的国际惯例和中国市场准则；

（4）掌握系统的国际会展知识体系，具备较强的国际会

展知识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5）掌握现代化管理方法，

能熟练运用会展项目管理的各种软件；（6）具备较强的

人际沟通、市场推广和组织协调等能力；（7）身心健康，



懂礼仪，具有较强的心理承受力和社会适应力。

酒店管理

（中外合作办学）

引进并融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旅游发展与管理”

专业课程体系、教师团队及其他相关教学资源，培养具

有国际化理念和视野，熟悉旅游及款待业国际运营与管

理规则，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际化高素质专业复合型

人才。

行政管理

（中外合作办学）

引进并融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服务与公共政

策”专业课程体系、教师团队及其他相关教学资源，培

养具有国际化理念和视野，熟悉公共服务与旅游公共政

策制定，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际化高素质专业复合型

人才。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中外合作办学）

引进并融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园与休闲管理”

专业课程体系、教师团队及其他相关教学资源，培养具

有国际化理念和视野，熟悉国际国内旅游规划程序、国

家公园管理及遗产管理，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际化高

素质专业复合型人才。

药学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药学院拥有热带生物资

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 个，教育部热带生物与医药学科

创新引智基地 1 个、国家自然资源部热带海洋生物医药

新药研发技术平台 1 个、海南省院士工作站 2 个。设有

药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点。药学学科

是海南省特色优势重点学科和学校博士点培育学科。

音乐表演

分声乐、器乐等专业方向，培养学生具有音乐表演、

音乐创作等方面的能力，能在专业文艺团体、艺术院校

等相关部门和机构从事表演、教学、音乐创作及音乐研

究等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在能力上，要求精通与音乐

表演相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音乐表演专业方

向的基本训练，掌握其相应专业方向所规定的在音乐表

演方面的基本能力。毕业生还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

和能力：掌握音乐表演学科以及音乐学、作曲技术的基

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一门及以上的音乐演奏或演唱

技术；具有独立研习、分析音乐作品，并在表演中进行



二度创作的基本能力；熟悉党和国家对于文艺领域的方

针、政策和法规；了解相关音乐表演的理论前沿、发展

动态以及行业需求；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

力，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