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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云南省 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招收应届

专科毕业生升学统一招生考试办法

为做好 2019年我省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普通高校）

本科招收省内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专科毕业生的招生

工作，选拔应届专科优秀毕业生进入本科学习（以下简称专

升本），特制定本办法。

一、招生学校、计划和专业

招收省内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专科毕业生的普通

高等学校，由省教育厅审定，招生专业为 2017 年各院校本

科招生专业，招生计划纳入学校当年普通本科招生计划总规

模，并单列执行。未使用完的计划不得转为普通类本科计划

使用。

二、报考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申请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云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专科毕业生，体育成

绩合格（残障考生除外）；

3.身体健康；

4.具有普通高职（专科）毕业学历的 2018年度云南户籍

退役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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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考公费师范生的考生，除具备条件 1、2、3、4外，

专科阶段所学专业应是小学教育、汉语言文学、语文教育、

数学教育专业或相近专业。考生还需参加云南师范大学组织

的面试考核。

（二）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1. 云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非应届专科毕业生；

2. 省外普通高等学校应（往）届专科毕业生；

3. 违反教育部令第 33号规定，不符合参加报考条件者；

4. 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

者；

5. 体育成绩不合格（残障考生除外）。

三、公共英语免试条件

获得云南省高校东南亚语（泰语、缅语、越南语等）非

专业应用能力考试优秀证书或专业四级良好及以上证书、专

业八级合格及以上证书的高职高专学生在报考专升本非东

南亚语本科专业时可以免试公共英语（英语类除外），涉及

的考生由就读院校验原件、造册并附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于

2月底前上报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审核，审核通过名单 3月

20日前报省招生考试院。

四、报名时间、地点及办法

（一）报名时间：2019 年 1 月 8 日至 11日，逾期不再

办理报名手续。

（二）报名地点：应届专科毕业考生在毕业院校报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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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点进行报名；退役士兵考生到户口所在州、市招生考试机

构指定的院校｛云南旅游职业学院（昆明市）、昭通学院（昭

通市）、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曲靖市）、楚雄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楚雄州）、玉溪师范学院（玉溪市）、红河学院

（红河州）、文山学院（文山州）、普洱学院（普洱市）、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西双版纳州）、大理农林职业学院

（大理州）、保山学院（保山市、怒江州）、德宏职业学院

（德宏州）、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丽江市、迪庆州）、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临沧市）｝报名确认点进行报名。

（三）资格审查表填写及流程

1.资格审查表填写

（1）2019年 1月 8日前，应届专科毕业考生填写《云

南省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专升本入学考试资格审核表》（附

件 1.4，一份），经签字、盖章（表上粘贴照片，附身份证

复印件）后，交毕业院校报名确认点。

（2）退役士兵考生须在报考时，选项“是否是退役士兵”

必须选择“是”，到当地州、市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院校报名

确认点填表并进行资格审核（报名点验退伍证、专科毕业证

原件，上传扫描件），交复印件 1份。

（3）云南省建档立卡贫困户考生在报考时，选项“是否

是建档立卡户”必须选择“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考生资格以

2018 年 12月 31 日止省扶贫办比对数据结果为准。请考生认

真填写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关键信息，如因个人信息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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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导致不能进行数据比对或者比对错误的，后果由本人

承担。

2. 资格审核表流程

（1）应届专科毕业生资格审核表流程：

（2）退役士兵资格审核流程：

（3）建档立卡贫困户资格审核流程：

（4）免试资格审核流程

考生填写

资格审核

表，签字、

盖章

报名确认

点采集照

片、资格

审核

考生填写

资格审核

表，签字、

盖章

省教育厅

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

育处审核

招生院校

审核

考 生 报 名

信 息 签 字

确认

招生院校

审核

考 生 信 息

确认

考生到指

定报名点

填写资格

审核表

招 生

院 校

资 格

审核

考生信

息确认

省教育

厅职业

教育与

成人教

育处审

核

考生网上报

名，申请免

试

招生院校审核 报名确认点上

传考生证书扫

描件

省教育厅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

育处资格审核，

确定考生免试

资格。

网上报名、

缴费

网 上

报名、

缴费

报名确认点审

核，验退伍证、

专科毕业证原

件，采集照片，

上传扫描件

网上报名、

缴费



― 5 ―

（四）网上报名

网报 IP 地址：

考生端：http://222.221.6.160/ynzsb/

管理端：http://222.221.6.160/ynzsb/admin.html

1．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登录考生端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登录后，请认真阅读考生网上报名须知），如实填写相关

信息，姓名以本人身份证为准，如出现姓名、身份证号、联

系电话、邮寄地址、收件人等关键信息填写错误，后果自负。

2．建档立卡户、退役士兵、申请免试的考生报名时，“是

否是建档立卡户”“是否是退役士兵”“是否是申请免试”选项

必须选择“是”。

3．志愿设置及填报

根据录取先后顺序志愿设置为免试批次（只设一个志

愿）、公费师范生批次（只设一个志愿）、建档立卡贫困批

次（只设一个志愿）、退役士兵批次（只设一个志愿）、普

通批次（设一个第一志愿和一个参考志愿）。

考生选择报考专业类别后，报考相应的院校及专业；符

合免试条件的考生才能填报免试批次志愿；符合公费师范生

报考条件的才可填报公费师范生批次志愿；符合建档立卡贫

困户考生条件的才可填报建档立卡贫困批次志愿，符合退役

士兵考生条件的才可填报退役士兵批次志愿，普通批次第一

志愿和参考志愿相应专业类别考生均可填报。

（五）审核确认

http://222.221.6.160/ynzsb/adm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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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报名资格审核由毕业院校完成，考生只能填报与本

人专科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招生专业，考生志愿专业由专

升本招生院校网上审定。考生所报志愿被招生院校审核否决

的，报名确认点应及时告知考生到报名确认点进行志愿修

改。考生无对应相同或相近专业报考的，由毕业院校、专升

本招生院校做好学生的解释说明工作。

考生必须在 2019 年 1 月 11 日前完成考生信息确认，确

认时，考生本人必须携相关证件到报名确认点完成确认，严

禁使用考生上传照片采集照片信息。确认点现场采集照片

时，考生头像不能小于取像框的 2/3，照片要清晰，能如实

反映考生面部特征。

（六）收费

1. 报名考试费：2019 年云南省普通专升本考试采用网

上缴费的方式，按《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核

定高考考试费收费标准的批复》（云价收费〔2011〕85号）

规定报名费为 130元/人，具体缴费操作办法见考生网上缴费

须知（附件 1.9）。

2. 体育艺术专业考试费：按《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财政

厅关于我省高考艺术和体育专业考试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云价收费〔2015〕143号）规定，云南省高考艺术和体育

专业考试费收费标准核定为每人次 200元。体育、艺术专业

考试费由专业考试院校收取，具体缴费方式请咨询专业考试

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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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体育艺术专业考试费外，其它专业考试不得收费。

（七）体检

应届专科毕业生考生体检以专科毕业时体检结论为依

据，入学后由录取院校按新生入学体检标准进行复查，对体

检不合格的学生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五、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2019 年 1 月 8 日至 11日 考生网上报名

2019 年 1 月 8 日至 11日
报名确认点进行报名资格审核、采集照片，未通

过报名资格审核表审核的考生不能通过

2019 年 1 月 8 日至 11日 招生学校报考志愿审核确认

2019 年 1 月 14 日
省招生考试院进行数据检错纠错、编考号；州

（市）招考机构考场、考务参数设置

2019 年 1 月 15 日后

确认点打印报名信息确认表，考生确认签字（通过报

名资格审核、招生院校志愿确认、照相完成后的考生，

才能打印信息确认表）。考生书面签字确认后由确认

点操作员在网上进行确认才有效

2019 年 1 月 18 日前 未通过报名资格审核考生退费

2019 年 3 月 10 日前 省招生考试院进行考场编排

2019 年 3 月 10 日后 州（市）招考机构打印考场编排表

2019 年 3 月底前
完成各类别专业考试。省招生考试院统一制作统考准

考证

2019 年 4 月 13 日—14 日 专升本全省统一考试

六、考试组织工作

（一）考试时间：2019 年 4 月 13日至 4 月 14 日（时间

表见附件 1.6），专升本考试科目见附件 1.7。

（二）考试形式：局域网计算机化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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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题型及分值：考试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

选择题、判断题、阅读应用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

判断题、排序选择题、排序选择填空题）；文史类、理工类

考生公共课各科分值为 150 分，专业课分值为 150分，总分

450分。

（四）专升本招生实行全省统一命题（命题由省招考委

和省教育厅组织）、统一考试、统一评分标准。制卷、考试

工作由省招生考试院组织。专升本考试不指定教材，考试内

容为专科学习范围，命题根据《云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

考试大纲》（2012 版）（电子版发至考生毕业院校）。各类

别统考科目及院校专业考试设置见附件 1.7。

考试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严格按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有

关规定执行，考务管理具体工作要求，按《云南省普通高校

招生考务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考务工作由各考点组

织实施。

（五）专业考试

1.艺术类的专业课考试除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在云南师范

大学呈贡主校区（昆明市呈贡区聚贤街 768号）统一报名考

试外，其他艺术类专业考点设在云南艺术学院呈贡校区。云

南艺术学院呈贡校区考点采用“网络报名，网上缴费”的方式

进行专业报名，报名系统网址为 http://ynart.evoartexam.cn，

报名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4 日—25日，考生确认考场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6 日—27 日，考试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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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

2.体育类的专业统考报名时间：2019 年 3 月 21 日，报名

地点：云南师范大学呈贡主校区（明德 6 号楼大厅）；考试

地点:云南师范大学呈贡主校区；考试时间：2019 年 3 月 22

日至 23 日。

3.职教师资类的专业考试报名时间：2019年 3月 11日—14

日，报名网址：http://zbbm.ynnu.edu.cn；考试时间：2019 年

3 月 17日，考试地点：云南师范大学呈贡主校区。

4.公费师范生面试报名时间：2019 年 3 月 11日—14 日，

报名网址：http://zbbm.ynnu.edu.cn；面试时间：2019 年 3 月

17 日，地点：云南师范大学呈贡主校区。

5.广播电视编导报名时间：2019 年 3 月 11 日—14 日，

报名网址：http://zsbm.ynnu.edu.cn，考试时间：2019 年 3 月

17，考试地点: 云南师范大学呈贡主校区。

6.英语（1.听力 2.口语）、旅游管理（校企合作）报名

时 间 ： 2019 年 3 月 11 日 —14 日 ， 报 名 网 址 ：

http://zbbm.ynnu.edu.cn，考试时间：2019 年 3 月 16 日，考

试地点: 云南师范大学呈贡主校区。旅游管理（校企合作）

体检时间：2019 年 3 月 17 日上午。

7.烹饪类、护理类、导游经济类（泰语）、工程造价类

专业统考网上打印准考证时间为：2019 年 3 月 11日至 13 日

24：00时，打印准考证网址：http://zs.kmu.edu.cn；考试地点：

昆明学院（昆明市 国家级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浦新路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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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2019 年 3 月 16 日—3 月 17 日，具体考试时间、

场次、考场以准考证编排信息为准。

8.泰语、缅甸语、越南语、老挝语报名时间：2019 年 3

月 15日；报名地点：昆明市呈贡区月华街 2929 号云南民族

大学雨花校区致远楼 208 招生办公室；考试时间：2019 年 3

月 16日；考试地点：云南民族大学雨花校区。

9.园林类专业统考报名时间：3月 16日下午 3点至 6点；

报名地点：昆明市盘龙区白龙路西南林业大学行政楼 108室；

考试时间：3 月 17 日下午 3 点至 6 点；考试地点：昆明市盘

龙区白龙路西南林业大学。

10.测绘类专业统考报名时间:2019 年 3 月 15 日 9：00 至

17：00；地点：昆明市环城东路 50 号昆明理工大学新迎校

区城市学院德信楼 306室（招生就业部）；考试时间：2019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00 至 11：00；考试地点：昆明市环城

东路 50 号昆明理工大学新迎校区。

11. 水利类专业统考报名时间:2019 年 3 月 15 日 9：00

至 17：00；地点：昆明市北市区沣源路 452号云南农业大学

西校区体育馆；考试时间：2019年 3月 16日上午 9：00至

11：00；考试地点：昆明市北市区沣源路 452号云南农业大

学西校区。

请报考艺术、体育、广播电视编导、职教师资、烹饪、

导游经济、护理、工程造价、泰语、缅甸语、越南语、老挝

语、园林、水利、测绘类及英语类的考生按组织专业统考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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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规定时间到规定地点报名参加专业考试，不参加专业考

试的，不能参加专升本录取。报考公费师范生，面试不合格

的考生不能参加录取。报考旅游管理（校企合作），面试或

体检不合格的考生不能参加录取。专业考试大纲等内容由各

考试院校在院校网站公布。

专业考试结束后，考核院校应及时通知考生成绩（成绩

通知单或院校网上查询），考生如对考试成绩有异议，可在

院校公布成绩后一周内申请成绩复核，考核院校收到考生复

核申请后，应在一周内向考生提供成绩复核情况。

七、录取

根据批次清的原则，按下列录取顺序及条件完成对应批

次录取工作：

1、免试批次不设计划，符合免试条件并已审核通过的考

生，优先进行录取。

2、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单列，分专业类别划定最低控制

分数线，按公费师范生定向录取办法：在公费师范生文化课

考试成绩上线、面试合格的情况下，根据报考专业代码，按

文化课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结合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考

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首先录取定向县（区）考生，若

定向县（区）考生生源不足，再录取定向县（区）所在州（市）

考生，若定向县（区）所在州（市）考生生源不足，再从全

省生源录取。已录取的公费师范生报到入学前，须与定向就

业岗位所在县（区）教育行政部门、云南师范大学共同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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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公费师范生培养协议书》，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

未按规定签订三方协议者，取消入学资格。

3、建档立卡贫困批根据报考情况确定招生计划，再分专

业类别划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从高分到低分按计划完成

录取。

4、退役士兵批根据报考情况由省级计划部门按不低于

当年我省具有普通高职（专科）毕业学历退役士兵人数的

30％确定招生计划，再分专业类别划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

线，从高分到低分按计划完成录取。

5、普通批次根据各类别计划数（总计划扣除免试、建档

立卡及退役士兵录取数）划定最低控制分数线，按顺序志愿

录取原则先完成分数线上第一志愿录取工作，再进行分数线

上参考志愿，如果有未完成计划则在分数线上进行志愿征

集，设征集一志愿和参考志愿，如果线上征集仍未完成计划

则按未完成计划数降分录取原始一志愿和参考志愿，仍未完

成计划则降分征集志愿。

旅游管理（校企合作）的录取办法为：在文化课考试成

绩上线、面试及体检合格的情况下，按文化课考试成绩从高

分到低分，结合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

优录取。

艺术、体育类考生的录取办法为：文化课考试成绩达到

最低控制分数线的情况下，根据考生志愿，按专业课考试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考核，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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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优录取。

招生专业有面试要求的，考生必须面试合格方可参加录

取。

通过云南省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A 级考试（每年

6 月、12月组织考试）、云南省高校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应

用知识和应用能力 B 类一级考试（每年 6 月、12月组织考试）

的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对不予录取的考生，招生学校必须说明理由。

经省招生考试委员会批准录取的考生，应届专科毕业生

录取通知书由录取院校直接寄给考生毕业院校；退役士兵考

生录取通知书由录取院校寄给考生本人。

（五）各院校要做好应届毕业生档案移交工作。

八、新生入学、在校期间待遇、毕业和就业

新生入学时，须持专科毕业证书、录取通知书在规定的

时间到录取学校报到。新生复查等事项，按普通高校招生有

关规定执行。审核未通过的考生由录取学校取消其录取资

格，并及时上报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学生在校期间的待遇

和毕业时就业与普通高校秋季招生录取的学生相同。

九、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工作

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考生个人信息的保密，认真组织

学习《网络安全法》、《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关于开展招生考

试个人信息安全管理专项行动的紧急通知》（云招考传

〔2016〕55 号）、《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关于开展学习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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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工作的通知》（云招考传〔2017〕

63 号）、《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信息安全管

理的通知》（云招考院〔2017〕126 号）等有关文件，严守

法纪，严防考生信息泄露，确保考生个人信息绝对安全。

信息安全工作，必须由主要领导负责，建立行之有效的

管理机制，健全信息安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措施到位，

责任到人；信息安全工作，要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法律意识、

责任意识的教育和培训，特别要加强对考生姓名、身份证号

（证件号码）、联系电话、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保护，要

让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充分认识到“将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

非法提供他人”的违法性（见《刑法修正案（九）》）。

对玩忽职守，造成信息安全事故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问责；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十、其它

报名网站将公布报名点毕业院校和招生院校联系方式。

附件：

1.1 云南省 2019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

1.2 云南省 2019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院校招生计划

1.3云南省 2019年普通高校专升本类别及招生院校专业

计划

1.4云南省 2019年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专升本入学考试

资格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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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云南省 2019 年普通高职（专科）学历退役士兵考生

专升本资格审查表

1.6 云南省 2019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统一考试时间表

1.7 2019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类别及考试科目设置

1.8 专业统考院校及要求

1.9 云南省 2019 年专升本报名网上缴费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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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云南省 2019年普通高校专升本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

院校

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

名称

专业类

别代码

专业类别名称 计划 学制 相同相近专业 学费 备注

06 云南师范大学

0206
小学教育

02 汉语言文学 5 二年
小学教育（文科）、汉语言

文学、语文教育
5000

公费师范生，毕业后须回定向文山州富宁县乡村学校任教，服务期为 6 年，

免交学费、住宿费，每年发放 4000 元生活补贴，须参加云南师范大学组

织的面试考核。培养地点：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西南联大校区。

0207
小学教育

02 汉语言文学 3 二年
小学教育（文科）、汉语言

文学、语文教育
5000

公费师范生，毕业后须回定向文山州丘北县乡村学校任教，服务期为 6 年，

免交学费、住宿费，每年发放 4000 元生活补贴，须参加云南师范大学组

织的面试考核。培养地点：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西南联大校区。

0208
小学教育

02 汉语言文学 1 二年
小学教育（文科）、汉语言

文学、语文教育
5000

公费师范生，毕业后须回定向文山州砚山县乡村学校任教，服务期为 6 年，

免交学费、住宿费，每年发放 4000 元生活补贴，须参加云南师范大学组

织的面试考核。培养地点：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西南联大校区。

6702
小学教育

67 数学 5 二年 小学教育（理科）、数学教育 5000
公费师范生，毕业后须回定向文山州富宁县乡村学校任教，服务期为 6 年，

免交学费、住宿费，每年发放 4000 元生活补贴，须参加云南师范大学组

织的面试考核。培养地点：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西南联大校区。

6703
小学教育

67 数学 3 二年 小学教育（理科）、数学教育 5000
公费师范生，毕业后须回定向文山州丘北县乡村学校任教，服务期为 6 年，

免交学费、住宿费，每年发放 4000 元生活补贴，须参加云南师范大学组

织的面试考核。培养地点：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西南联大校区。

6704
小学教育

67 数学 1 二年 小学教育（理科）、数学教育 5000
公费师范生，毕业后须回定向文山州砚山县乡村学校任教，服务期为 6 年，

免交学费、住宿费，每年发放 4000 元生活补贴，须参加云南师范大学组

织的面试考核。培养地点：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西南联大校区。

总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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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云南省 2019年普通高校专升本院校招生计划

招生

院校

代码

招生院校
招生专

业代码

招生专业

名称

招生类

别代码

招生类别

名称

招生

计划数
相同或相近专业 学制 学费 备注

01 昆明理工大学 0301 酒店管理 03
旅游

管理
50

餐饮管理、导游、导游经济、房地产经营与管理、高

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航空服务、酒店管理、空中乘

务、连锁经营管理、旅行社经营管理、旅游管理、旅

游英语、烹调工艺与营养、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汽

车营销与服务、森林生态旅游、商务管理、商务英语、

市场营销、文化市场经营、物流管理、物业管理、休

闲服务与管理、应用泰国语、应用英语、应用越南语

二年 7000

高职本科。培养地

点：昆明理工大学

新迎校区。

01 昆明理工大学 0401 会计学 04
经济

管理
90

保险、报关与国际货运、财务管理、电子商务、工商

企业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会计、

会计电算化、会计与审计、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

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建筑经济管理、金融管理、

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理、农业经济管理、审计、

税务、统计与会计核算、投资与理财、信息统计与分

析、药品经营与管理、证券与期货、资产评估与管理

二年 7000

高职本科。培养地

点：昆明理工大学

新迎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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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昆明理工大学 7001 机械工程 70 机械 60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电厂设

备运行与维护、飞机机电设备维修、工程机械运用技

术、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公路机

械化施工技术、焊接技术与自动化、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产品检

测检验技术、机械设计与制造、机械设计与自动化、

机械制造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金属压力加工、

模具设计与制造、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汽车检测维

修、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运

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汽车制造与检修、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数控技术、数控设备应用与维

护、铁道机车

二年 8500

高职本科。培养地

点：昆明理工大学

新迎校区。

01 昆明理工大学 7101 工程管理 71
土木

工程
80

安全技术管理、城市燃气工程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

术、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给排水工程技术、工程测

量技术、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建设工程管理、建设

工程监理、建筑材料工程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建筑工程管理、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施工、建筑经济管理、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煤矿开采技术、市政工程技术、

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铁道工程技术、土建工程检测、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二年 8500

高职本科。培养地

点：云南国土资源

职业学院。

01 昆明理工大学 7201
资源勘查

工程
72 地质 60

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地质灾害调查

与防治、工程地质勘查、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矿产地质

与勘查、矿山地质、矿物加工技术、煤矿开采技术、水文

与工程地质、岩矿分析与鉴定、钻探技术

二年 8500

高职本科。培养地

点：云南国土资源

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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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昆明理工大学 7202
宝石及材

料工艺学
72 地质 30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雕刻艺术设计、首饰设计与工艺、

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
二年 8500

高职本科。培养地

点：昆明理工大学

新迎校区。

01 昆明理工大学 7203
勘查技术

与工程
72 地质 40

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地质灾害

调查与防治、工程地质勘查、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矿产地质与勘查、矿山地质、矿物加工技术、煤矿开

采技术、水文与工程地质、岩矿分析与鉴定、钻探技

术

二年 8500

高职本科。新增招

生专业。

培养地点：昆明理

工大学新迎校区。

01 昆明理工大学 7301 测绘工程 73 测绘 70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测绘工程技术、地籍测绘与土地

管理、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制图技术、地下与隧道工

程技术、工程测量、工程测量技术、工程监理、国土

资源调查与管理、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二年 8500

高职本科。专业课

“普通量学”考试，

由学校单独组织

考试。培养地点：

云南国土资源职

业学院。

02 云南农业大学 0101 英语 01 英语 60
应用英语、商务英语、英语教育、旅游英语等英语类

专业
二年 3400

需参加云南师范

大学英语听力口

语专项测试

02 云南农业大学 0201
汉语国际

教育
02

汉语言文

学
30 语文教育、文秘等汉语言文学类专业 二年 34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0202 秘书学 02
汉语言文

学
60 语文教育、文秘等汉语言文学类专业 二年 34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0203
秘书学（高

职本科）
02

汉语言文

学
50 语文教育、文秘等汉语言文学类专业 二年 5000

就读地点为云南

省普洱市云南农

业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



― 20 ―

02 云南农业大学 0302
公共事业

管理
03

旅游

管理
30

导游、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旅游外语等旅游管理类

专业
二年 40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0303 酒店管理 03
旅游

管理
30

导游、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旅游外语等旅游管理类

专业
二年 40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0304

酒店管理

（高职本

科）

03
旅游

管理
50

导游、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旅游外语等旅游管理类

专业
二年 5000

就读地点为云南

省普洱市云南农

业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

02 云南农业大学 0305 旅游管理 03
旅游

管理
60

导游、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旅游外语等旅游管理类

专业
二年 40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0306

旅游管理

（高职本

科）

03
旅游

管理
50

导游、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旅游外语等旅游管理类

专业
二年 5000

就读地点为云南

省普洱市云南农

业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

02 云南农业大学 0402 经济学 04
经济

管理
180

会计、会计电算化、会计与审计、财务管理、会计与

统计核算、林业信息技术与管理等经济管理类专业
二年 40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0403

电子商务

（高职本

科）

04
经济

管理
50

会计、会计电算化、会计与审计、财务管理、会计与

统计核算、林业信息技术与管理等经济管理类专业
二年 5000

就读地点为云南

省普洱市云南农

业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

02 云南农业大学 0404

农林经济

管理（高职

本科）

04
经济

管理
60

会计、会计电算化、会计与审计、财务管理、会计与

统计核算、林业信息技术与管理等农业经济管理类和

经济管理类专业

二年 5000

就读地点为云南

省普洱市云南农

业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

02 云南农业大学 0701
土地资源

管理
07 地理 30 土地资源管理等地理类专业 二年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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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云南农业大学 1501 越南语 15 越南语 30 专业或学习方向为越南语专业 二年 3400

需参加云南民族

大学基础越南语

专业课考试

02 云南农业大学 5101 体育教育 51 体育 60
体育教育、体育保健与康复、民族传统体育、社会体

育、体育运营与管理等体育类专业
二年 3400

需参加云南师范

大学基本素质、专

项测试

02 云南农业大学 6101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61 计算机 90 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等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6103

网络工程

（高职本

科）

61 计算机 60 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等专业 二年 5000

就读地点为云南

省普洱市云南农

业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

02 云南农业大学 6201

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

化

62 电气 90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电厂设备运行与维护、电气运行

与控制、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水电站动力设备与管

理、发电厂及电力系统、机电技术应用、机电设备维

修与管理、供用电技术、光电技术应用、机电一体化

技术、铁道供电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电气工程、

电气自动化等电气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1 农学 64 农学 9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2
农学（高职

本科）
64 农学 5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5000

就读地点为云南

省普洱市云南农

业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3 生物技术 64 农学 6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4
中草药栽

培与鉴定
64 农学 6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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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5

中草药栽

培与鉴定

（高职本

科）

64 农学 5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5000

就读地点为云南

省普洱市云南农

业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6

动植物检

疫（植物检

疫方向）

64 农学 3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7 风景园林 64 农学 3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8

风景园林

（高职本

科）

64 农学 5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5000

就读地点为云南

省普洱市云南农

业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9 园林 64 农学 3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0
园林（高职

本科）
64 农学 4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5000

就读地点为云南

省普洱市云南农

业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1 园艺 64 农学 6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2
园艺（高职

本科）
64 农学 5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5000

就读地点为云南

省普洱市云南农

业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3
农业资源

与环境
64 农学 6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4 森林保护 64 农学 3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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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5

森林保护

（高职本

科）

64 农学 4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5000

就读地点为云南

省普洱市云南农

业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6
食品质量

与安全
64 农学 170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食品质量与安全类、生物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7

食品科学

与工程（高

职本科）

64 农学 50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食品质量与安全类、生物类专业 二年 5000

就读地点为云南

省普洱市云南农

业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8 烟草 64 农学 3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9 茶学 64 农学 6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20
茶学（高职

本科）
64 农学 40 植物生产类、林学类专业 二年 5000

就读地点为云南

省普洱市云南农

业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

02 云南农业大学 6501 动物科学 65 动物 60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动物防疫与检疫、畜牧兽医、

宠物养护与驯导、牧医、水产养殖技术等动物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6502 动物医学 65 动物 60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动物防疫与检疫、畜牧兽医、

宠物养护与驯导、牧医、水产养殖技术等动物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6801 应用化学 68 化学 30 化工生物技术、化学工艺等化学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7002 车辆工程 70 机械 30
汽车电子技术、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汽车检测维修、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等机械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7003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70 机械 30

工业机器人技术、机械制造技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

理、机械设计与制造、机械设计与自动化、机械制造

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等机械类专业

二年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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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云南农业大学 7004
能源与动

力工程
70 机械 30

工业机器人技术、机械制造技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

理、机械设计与制造、机械设计与自动化、机械制造

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等机械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7102
给排水科

学与工程
71 土木工程 30

建筑工程枝术、工程监理、基础工程技术、建筑钢结

构技术、公路工程检测技术、建筑设计技术、道路桥

梁工程技术等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和建筑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7103 工程管理 71
土木

工程
30

建筑工程枝术、工程监理、基础工程技术、建筑钢结

构技术、公路工程检测技术、建筑设计技术、道路桥

梁工程技术等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和建筑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7104 土木工程 71
土木

工程
60

建筑工程枝术、工程监理、基础工程技术、建筑钢结

构技术、公路工程检测技术、建筑设计技术、道路桥

梁工程技术等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和建筑类专业

二年 4500

02 云南农业大学 7105

土木工程

（房屋建

筑方向）

（高职本

科）

71
土木

工程
60

建筑工程枝术、工程监理、基础工程技术、建筑钢结

构技术、公路工程检测技术、建筑设计技术、道路桥

梁工程技术等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和建筑类专业

二年 5000

就读地点为云南

省普洱市云南农

业大学热带作物

学院

02 云南农业大学 8401
水利水电

工程
84 水利 120

水利工程、水利水电、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水文与工程地质等水

利类专业

二年 4500

需参加云南农业

大学水利类专业

课考试

02 云南农业大学 8501 工程造价 85
工程

造价
60 工程造价类专业 二年 4500

需参加昆明学院

工程造价类专业

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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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云南农业大学 8502

工程造价

（高职本

科）

85
工程

造价
50 工程造价类专业 二年 5000

需参加昆明学院

工程造价类专业

课考试

就读地点为云南省

普洱市云南农业大

学热带作物学院

03 西南林业大学 0102 英语 01 英语 90 应用英语、商务英语、英语教育、旅游英语等 二年 34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0204
汉语言文

学
02

汉语言文

学
100 语文教育、文秘等 二年 34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0205
汉语国际

教育
02

汉语言文

学
30 汉语类、语文教育、小学教育、文秘类、初等教育（文）等 二年 34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0307 旅游管理 03
旅游

管理
130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导游、旅游英语等 二年 40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0405 会计学 04
经济

管理
300 经济管理类 二年 40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0406 财务管理 04
经济

管理
190 经济管理类 二年 40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0407 经济学 04
经济

管理
50 经济管理类 二年 40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0408 工商管理 04
经济

管理
150 经济管理类 二年 40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0409 电子商务 04
经济

管理
80 经济管理类 二年 40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0501 法学 05 政教 60
法律事务、法律文秘、司法警务、司法助理、司法信

息、治安管理等
二年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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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西南林业大学 0502
公共事业

管理
05 政教 30 社区管理与服务、思想政治教育、行政管理等 二年 40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0702

人文地理

与城乡规

划

07 地理 30 地理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1101 泰语 11 泰语 70 应用泰语 二年 34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4201 环境设计 42
艺术

设计
70 艺术设计 二年 100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4202
视觉传达

设计
42

艺术

设计
70 艺术设计 二年 100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4203 产品设计 42
艺术

设计
60 艺术设计类、美术类相近专业、产品艺术设计 二年 100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4301 音乐学 43 音乐学 40 音乐类 二年 8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5102 体育教育 51 体育 80 体育类 二年 34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104
地理信息

科学
61 计算机 30 计算机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105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61 计算机 100 计算机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106 信息工程 61 计算机 30 计算机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202
电子信息

工程
62 电气 90 电子类、通讯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203 通信工程 62 电气 40 电子类、通讯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421 生物技术 64 农学 30 生物技术及应用、生物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422 林学 64 农学 150 植物生产类、生物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423 农学 64 农学 30 植物生产类、生物类 二年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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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西南林业大学 6424 森林保护 64 农学 30 植物生产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425 园艺 64 农学 50 植物生产类、生物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426
食品科学

与工程
64 农学 40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生物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503 动物科学 65 动物 40
宠物养护与驯导、动物医学、动物防疫与检疫、畜牧

兽医等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504
野生动物

与自然保

护区管理

65 动物 40
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生物教育等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701
信息与计

算科学
67 数学 30 数学教育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802 环境工程 68 化学 50
环境评价与咨询服务、环境工程技术、环境监测与控

制技术等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803 应用化学 68 化学 90 化学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804
化学工程

与工艺
68 化学 30 化学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805 林产化工 68 化学 30 化学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806
材料科学

与工程
68 化学 30

材料工程技术、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建筑装饰工程

技术、建筑材料工程技术等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6807
木材科学

与工程
68 化学 30 木材加工技术、经济林培育与利用等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7005 车辆工程 70 机械 80 机械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7006
汽车服务

工程
70 机械 7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汽车电

子技术、汽车运用技术等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7007
轨道交通信

号与控制
70 机械 30 机械类 二年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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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西南林业大学 7008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70 机械 70 机械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7009 工业设计 70 机械 30 机械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7106 城乡规划 71
土木

工程
30 土木工程类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7107 森林工程 71
土木

工程
40

建筑工程枝术、工程监理、基础工程技术、建筑钢结

构技术、公路工程检测技术、建筑设计技术、道路桥

梁工程技术等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7108 土木工程 71
土木

工程
180

建筑工程枝术、工程监理、基础工程技术、建筑钢结

构技术、公路工程检测技术、建筑设计技术、道路桥

梁工程技术等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7109 测绘工程 71
土木

工程
110

测绘工程技术、工程测量与监理、地理信息系统与地

图制图技术等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7204 地理科学 72 地质 60

囯土资源管理专业、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制图专业、

测绘与地理信息技术专业、地理教育专业、测绘工程

技术等

二年 4500

03 西南林业大学 7501 园林 75 园林 180 植物生产类、生物类 二年 4500

04 昆明医科大学 6601
卫生检验

与检疫
66 医学 10 卫生检验与检疫 二年 5000

限专业名称相同

专业

04 昆明医科大学 6602 市场营销 66 医学 20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二年 4000
限医类院校专业

名称相同专业

04 昆明医科大学 7401 护理学 74 护理 280 护理、助产 二年 5000
限专业名称相同

专业

04 昆明医科大学 7701 临床医学 77
临床

医学
130 临床医学 三年 5000

限医类院校 3 年

制临床医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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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昆明医科大学 8001
医学检验

技术
80

医学检验

技术
30 医学检验技术 二年 5000

限专业名称相同

专业

04 昆明医科大学 8101
医学影像

技术
81

医学影像

技术
30 医学影像技术 二年 5000

限专业名称相同

专业

04 昆明医科大学 8201
康复治疗

学
82

康复

治疗学
60 康复治疗技术、康复技术 二年 5000

限医类院校专业

名称相同专业

04 昆明医科大学 8301 药学 83 药学 30 药学 二年 5000
限专业名称相同

专业

04 昆明医科大学 8302 药物制剂 83 药学 10 药物制剂 二年 5000
限专业名称相同

专业

05 云南中医学院 0601 中医学 06 中医 60 中医学、傣医学、中医骨伤 三年 5000

05 云南中医学院 0602 中药学 06 中医 60 中药学、中药生产与加工 二年 5000

05 云南中医学院 1001
针灸推拿

学
10 针灸推拿 60 针灸推拿学 三年 5000

05 云南中医学院 6603 市场营销 66 医学 65 市场营销、药品经营与管理 二年 4000
限医类院校专业

名称相同专业

05 云南中医学院 7402 护理学 74 护理 120 护理学 二年 5000
限专业名称相同

专业

05 云南中医学院 8202
康复治疗

学
82

康复

治疗学
60 康复治疗技术、康复技术 二年 5000

限医类院校专业

名称相同专业

05 云南中医学院 8303 药学 83 药学 125 药学、制药工程、生物制药 二年 5000
限专业名称相同

专业

06 云南师范大学 0209 小学教育 02
汉语言文

学
16 小学教育（文科）、汉语言文学、语文教育 二年 5000

职教；培养地点：

云南师范大学一二.

一西南联大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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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云南师范大学 0308 旅游管理 03
旅游

管理
50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导游经济、旅游英语 二年 5000

职教非师范；培养

地点：云南师范大

学一二.一西南联

大校区。

06 云南师范大学 1701 教育学 17
职教

师资（文）
14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5 人（艺术教育 5 人）、昆明

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2 人（旅游管理 1 人、会计 1 人）、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3 人（会计 1 人、文秘 1 人、

市场营销 1 人）、云南能源职业学院 2 人（经济与工

商管理 1 人、人文与社会科学 1 人）、玉溪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 2 人（财务会计 1 人、农业经济管理 1 人）

二年 5000

招收相关学院相

应专业全日制应

届专科毕业生。

培养地点：云南师

范大学一二.一西

南联大校区。

06 云南师范大学 4101 艺术教育 41 美术学 10 美术学、美术教育 二年 7000

师范，美术学仅为

报考类别条件，专

业名称为“艺术教

育”。

06 云南师范大学 4204 环境设计 42
艺术

设计
30

园林设计、家具设计、室内设计、景观设计、环境艺

术设计、艺术设计
二年 10000 非师范

06 云南师范大学 4205
视觉传达

设计
42

艺术

设计
30

视觉传达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广告设计、装

璜艺术设计
二年 10000 非师范

06 云南师范大学 4302 艺术教育 43 音乐学 10
音乐教育、表演艺术（歌舞表演）、表演艺术（声乐

或器乐方向）
二年 7000

师范，音乐学仅为

报考类别条件，专

业名称为“艺术教

育”。

06 云南师范大学 4401 音乐表演 44
音乐

表演
30

表演艺术（歌舞表演）、表演艺术（器乐方向）、表

演艺术（音乐、舞蹈）、音乐表演、音乐教育
二年 10000 非师范

06 云南师范大学 4501 舞蹈学 45 舞蹈学 20 舞蹈表演、舞蹈教育、表演艺术、音乐表演、音乐教育 二年 10000 非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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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云南师范大学 4502 艺术教育 45 舞蹈学 10 舞蹈表演、舞蹈教育 二年 7000

师范，舞蹈学仅为

报考类别条件，专

业名称为“艺术教

育”。

06 云南师范大学 4701
广播电视

编导
47

广播

电视

编导

50

编导、新闻采编与制作、主持与播音、摄影摄像技术、

电视节目制作、影视动画、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影视

广告、表演艺术（影视）、汉语言文学、文秘、艺术

设计、广告设计与制作、电脑艺术设计、动漫设计与

制作、图形图像制作、现代教育技术、计算机多媒体

技术、影视录音技术、戏剧文学

二年 10000 非师范

06 云南师范大学 4901

旅游管理

（校企合

作）

49

旅游

管理

（校企合

作）

50 专业不限 二年 5000

职教，旅游管理

（校企合作）该专

业培养空乘与礼

仪相关人才。

身体条件要求：男

生身高 172cm～

185cm，女生身高

162cm～ 175cm；

五官端正、身材匀

称、身体裸露部位

无明显疤痕；年龄

不超过 22 周岁

（1997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06 云南师范大学 6107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61 计算机 100

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二年 4500 非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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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云南师范大学 6705 小学教育 67 数学 16 小学教育（理科）、数学教育 二年 5000

职教；培养地点：

云南师范大学一

二.一西南联大校

区。

06 云南师范大学 7601 教育学 76
职教

师资（理）
36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15人（汽车运用技术与维

修技术 5 人、汽车营销与服务专特 4 人、新能源汽车

技术 3 人、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人 3 人）、云南林业

职业技术学院 14人（建筑工程技术 1 人、林业技术 1

人、森林生态旅游 1 人、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1 人、

计算机应用技术 1 人、林业信息技术与管理 1 人、森

林资源保护 1 人、木材加工技术 1 人 、风景园林设

计 1 人、园林技术 1 人、园艺技术 1 人、自然保护区

建设与管理 1 人、环境艺术设计 1 人、工程造价 1 人）、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2 人（建工专业 1 人、机械工

程 1 人）、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 人（药品生产 1

人、食品营养与检测 1 人）、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3 人（资源与环境工程 1 人、机械与电气工程 1 人、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1 人）

二年 5000

招收相关学院相

应专业全日制应

届专科毕业生。

培养地点：云南师

范大学一二.一西

南联大校区。

07 云南财经大学 0210 秘书学 02
汉语言文

学
50 汉语言文学类专科专业 二年 7000

高等职业教育普

通本科

07 云南财经大学 0309 旅游管理 03
旅游

管理
50 旅游管理类专科专业 二年 7000

高等职业教育普

通本科

07 云南财经大学 0310 酒店管理 03
旅游

管理
50 旅游管理类专科专业 二年 7000

高等职业教育普

通本科

07 云南财经大学 0410 工商管理 04
经济

管理
200 经济管理类专科专业 二年 7000

高等职业教育普

通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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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云南财经大学 0411 会计学 04
经济

管理
200 经济管理类专科专业 二年 7000

高等职业教育普

通本科

07 云南财经大学 0412 财务管理 04
经济

管理
200 经济管理类专科专业 二年 7000

高等职业教育普

通本科

07 云南财经大学 0413 工程管理 04
经济

管理
100 经济管理类专科专业 二年 7000

高等职业教育普

通本科

07 云南财经大学 0414 电子商务 04
经济

管理
50 经济管理类专科专业 二年 7000

高等职业教育普

通本科

07 云南财经大学 0415 市场营销 04
经济

管理
50 经济管理类专科专业 二年 7000

高等职业教育普

通本科

07 云南财经大学 6108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61 计算机 150 计算机类专科专业 二年 7000

高等职业教育普

通本科

08 云南艺术学院 4102 美术学 41 美术学 100 美术学、艺术设计 二年 8500

08 云南艺术学院 4206
视觉传达

设计
42

艺术

设计
110 艺术设计、美术学 二年 10000

08 云南艺术学院 4303 音乐学 43 音乐学 40 音乐学、音乐表演 二年 8500

08 云南艺术学院 4402 音乐表演 44
音乐

表演
40 音乐表演、音乐学 二年 10000

08 云南艺术学院 4601 艺术教育 46
艺术

教育
50 舞蹈学、舞蹈表演、音乐学、音乐表演 二年 10000

09 云南民族大学 0211 秘书学 02
汉语言文

学
38 文秘类、汉语言类、初等教育类相关专业 二年 5000

09 云南民族大学 0212
汉语言文

学
02

汉语言文

学
180 文秘类、汉语言类、初等教育类相关专业 二年 3400 玉溪九龙池校区

09 云南民族大学 0311
旅游管理与

服务教育
03

旅游

管理
60 导游、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旅游外语等 二年 5000 玉溪九龙池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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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云南民族大学 0312
会展经济

与管理
03

旅游

管理
100 旅游管理相关专业 二年 4000 玉溪九龙池校区

09 云南民族大学 0416 财务管理 04
经济

管理
40 专业或学习方向为财务会计 二年 4000

09 云南民族大学 0417
市场营销

教育
04

经济

管理
120 管理类相关专业 二年 5000 玉溪九龙池校区

09 云南民族大学 0418
财务会计

教育
04

经济

管理
200 专业或学习方向为财务会计 二年 5000 玉溪九龙池校区

09 云南民族大学 0419 工商管理 04
经济

管理
120 管理类相关专业 二年 4000 玉溪九龙池校区

09 云南民族大学 1102 泰语 11 泰语 20 专业或学习方向为泰语 二年 3400
需参加云南民族

大学泰语考试

09 云南民族大学 1401 缅甸语 14 缅甸语 20 专业或学习方向为缅甸语 二年 3400
需参加云南民族

大学缅甸语考试

09 云南民族大学 1502 越南语 15 越南语 20 专业或学习方向为越南语 二年 3400
需参加云南民族

大学越南语考试

09 云南民族大学 1601 老挝语 16 老挝语 20 专业或学习方向为老挝语 二年 3400
需参加云南民族

大学老挝语考试

09 云南民族大学 1801

旅游管理

（缅甸语

方向）

18

旅游管理

（缅甸语

方向

45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且学过缅甸语 二年 4000
需参加云南民族

大学缅甸语考试

09 云南民族大学 1901

旅游管理

（泰语方

向）

19

旅游管理

（泰语方

向）

47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且学过泰语 二年 4000
需参加云南民族

大学泰语考试

09 云南民族大学 4207 动画 42 艺术设计 40 艺术设计类相关专业 二年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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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云南民族大学 4208 工艺美术 42
艺术

设计
40 艺术设计类相关专业 二年 10000

09 云南民族大学 5103 体育教育 51 体育 30 运动训练、体育教育 二年 3400

09 云南民族大学 6109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61 计算机 40 计算机相关专业 二年 4500

09 云南民族大学 6110 软件工程 61 计算机 120 计算机相关专业 二年 4500 玉溪九龙池校区

09 云南民族大学 6138

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

统

61 计算机 100 计算机相关专业 二年 4000 玉溪九龙池校区

11 昆明学院 0103
英语(师范

类）
01 英语 120 英语教育、商务英语、旅游英语类 二年 3400

11 昆明学院 0213

汉语言文

学（师范

类）

02
汉语言文

学
150 初等教育、汉语类、文秘、小学教育、语文教育等 二年 3400

11 昆明学院 0313 旅游管理 03
旅游

管理
50

导游、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景区开发与管理、旅行

社经营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休闲服务与管理、旅

游服务与管理、森林生态旅游、旅游外语、旅游英语、

餐饮管理、英语教育、应用英语、工商管理、航空服

务、文秘、休闲体育、茶艺与茶叶营销、婚庆服务与

管理、高速铁路客运服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烹饪工艺与营养、烹调工艺与营养、商务服务、商务

英语、社区管理与服务、市场营销、空中乘务、历史

教育、地理教育

二年 4000

11 昆明学院 0420 工商管理 04
经济

管理
30 经济管理类、管理类、市场营销类、人力资源等 二年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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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昆明学院 0421 财务管理 04
经济

管理
119

财务管理类、会计类、金融、证券、投资理财类、统

计类、资产评估、审计等相关专业
二年 4000

11 昆明学院 0422 物流管理 04
经济

管理
30 经济管理类、报关类、国贸类、物流类 二年 4000

11 昆明学院 0503

思想政治

教育（师范

类）

05 政教 120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行政管理 二年 4000

11 昆明学院 0801
历史学（师

范类）
08 历史 30 初等教育、历史教育、文秘、思想政治教育等 二年 3400

11 昆明学院 0901
学前教育

(师范类）
09

学前

教育
300 学前教育 二年 3400

11 昆明学院 0902
特殊教育

(师范类）
09

学前

教育
20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二年 3400

11 昆明学院 1201
烹饪与营

养教育
12 烹饪 110 烹饪工艺与营养、烹调工艺与营养、餐饮管理 二年 4000

11 昆明学院 1301 财务管理 13
导游

经济
61 导游经济 二年 4000

11 昆明学院 4103
美术学（师

范类）
41 美术学 35

美术、美术教育、艺术教育（社会文化艺术）、艺术

设计
二年 8500

11 昆明学院 4209 环境设计 42
艺术

设计
35

风景园林设计、室内设计、室内设计技术、室内艺术

设计、室内艺术设计与制作、建筑室内设计
二年 10000

11 昆明学院 4210 产品设计 42
艺术

设计
35

产品艺术设计、雕刻艺术设计、首饰设计与工艺、家

具设计与制造、艺术设计
二年 10000

11 昆明学院 4304
音乐学（师

范类）
43 音乐学 50

音乐类、音乐表演、音乐教育、表演艺术类、艺术教

育、学前教育、乐器制造、声像工程技术
二年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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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昆明学院 4503 舞蹈学 45 舞蹈学 30
舞蹈类、舞蹈表演、舞蹈教育、表演艺术、艺术教育、

音乐表演、音乐教育、学前教育、空中乘务
二年 10000

11 昆明学院 4702
广播电视

学
47

广播电视

编导
50

编导类、电视节目制作、广播电视技术、摄影摄像技

术、新闻采编与制作、主持与播音、文秘、思想政治

教育等

二年 3400

11 昆明学院 5104
体育教育

(师范类）
51 体育 120

体育教育、社会体育、体育保健与康复、体育运营与管理、

休闲体育、健身指导、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训练
二年 3400

11 昆明学院 6111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61 计算机 130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信息类 、

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计算

机系统维护、通信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现代教育

技术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6112 通信工程 61 计算机 50 计算机类、通信类、物理类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6204

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

化

62 电气 50 电气自动化技术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6427 园艺 64 农学 50

园艺技术、园林技术、林业技术、经济林培育与利用、

茶叶生产加工技术、茶艺、作物生产技术、绿色食品

生产与检验、商品花卉、设施农业技术、现代农艺技

术、生物技术及应用、生物教育、烟草栽培技术、野

生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植物保护、中草药栽培技术、

森林资源保护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6428 植物保护 64 农学 50

植物保护、园艺技术、园林技术、林业技术、商品花

卉、森林资源保护、设施农业技术、中草药栽培技术、

现代农艺技术、经济林培育与利用、烟草栽培技术、

野生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森林资源保护、生物技术

及应用、生物教育

二年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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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昆明学院 6429
生物科学

(师范类）
64 农学 50 生物教育、森林资源保护、植物保护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6430 生物技术 64 农学 80
生物技术制药、植物保护、野生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

生物技术及应用、食品生物技术、化工生物技术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6505 动物医学 65 动物 100
兽医、畜牧兽医、动物防疫与检疫、野生动物保护、

宠物养护与疫病防治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6506 生物技术 65 动物 10 动物医学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6604 生物技术 66 医学 10 药学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6706
数学与应

用数学(师

范类）

67 数学 120 数学教育、小学教育、初等教育、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6707
应用统计

学
67 数学 15 数学教育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6808
化学（师范

类）
68 化学 50

化学教育、化学工艺、食品检测技术、食品营养与检

测、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应

用化工技术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6809 安全工程 68 化学 20
安全防范技术、安全技术管理、安全技术与管理、矿

井通风与安全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6901
物理学(师

范类）
69 物理 50 物理教育类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7010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70 机械 150 机械类、汽车类、自动化类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7110 土木工程 71
土木

工程
50

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施工、建筑工程管理、建设工

程管理、建设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工程管理、市政工

程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二年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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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昆明学院 7403
特殊教育

(师范类）
74 护理 10 护理 二年 3400

11 昆明学院 7404 护理学 74 护理 210 护理、助产 二年 5000

11 昆明学院 7502 园林 75 园林 100

园林技术、园林工程技术、民族班园林技术、城镇规

化、建筑设计技术、建筑工程技术、林业技术、计算

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制图技术、

林业信息技术、农业水利技术、资源环境与城市管理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8002
医学检验

技术
80

医学检验

技术
15 医学检验技术 二年 5000

11 昆明学院 8203
特殊教育

(师范类）
82

康复

治疗学
20 康复治疗技术 二年 3400

11 昆明学院 8304 药学 83 药学 15 药学、制药工程、生物制药 二年 4500

11 昆明学院 8503 工程造价 85
工程

造价
100

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施工、建筑工程管理、建设

工程管理、建设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工程管理、市

政工程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建筑钢结构工程技

术

二年 4000

须参加云南省专

升本高等数学、公

共英语统考及昆

明学院组织的专

业技能考试

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0423 市场营销 04

经济

管理
60

会计、财务管理、资产评估与管理、证券与期货、投资

与理财、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

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中小企业创业与

经营、工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二年 18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0424 会计学 04

经济

管理
350

会计、财务管理、资产评估与管理、证券与期货、投

资与理财、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

营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中小企业

创业与经营、工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会计电算化、审计、税务

二年 18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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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0425 财务管理 04

经济

管理
200

会计、财务管理、资产评估与管理、证券与期货、投

资与理财、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

营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中小企业

创业与经营、工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会计电算化、审计、税务

二年 18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0426 审计学 04

经济

管理
60

会计、财务管理、资产评估与管理、证券与期货、投

资与理财、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

营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中小企业

创业与经营、工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会计电算化、审计、税务

二年 18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0427 电子商务 04

经济

管理
60

会计、财务管理、资产评估与管理、证券与期货、投资

与理财、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

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中小企业创业与

经营、工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二年 18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0903 学前教育 09

学前

教育
250

学前教育、早期教育、小学教育、艺术教育、心理健

康教育、音乐教育
二年 18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0904 小学教育 09

学前

教育
200

学前教育、早期教育、小学教育、艺术教育、思想政

治教育、小学教育（理）、小学教育（理科）、小学

教育（文）、小学教育（文科）、英语教育、语文教

育

二年 18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6113

物联网工

程
61 计算机 40

通信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

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现代教

育技术

二年 19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6205

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

化

62 电气 100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供用电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 二年 19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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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7111 土木工程 71

土木

工程
120

建筑工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建筑经济

管理、建筑室内设计、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

建筑工程、工程测量技术、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工程

技术

二年 19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7112 建筑学 71

土木

工程
40

建筑工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建筑经济

管理、建筑室内设计、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

建筑工程、工程测量技术

二年 19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7113 工程管理 71

土木

工程
60

建筑工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建筑经济

管理、建筑室内设计、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

建筑工程、工程测量技术

二年 19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7405 护理学 74 护理 650 护理、助产 二年 22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7901

口腔医学

技术
79

口腔医学

技术
80 口腔医学技术、口腔修复工艺 二年 22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8003

医学检验

技术
80

医学检验

技术
150 医学检验技术 二年 22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8204

康复治疗

学
82

康复

治疗学
80 康复治疗技术、康复技术 二年 22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8305 药学 83 药学 150

药学、药剂、药品生产技术、药品生物技术、药品质

量与安全、药物制剂、中药学、中药、中草药栽培技

术、中药生产与加工

二年 22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8402

水利水电

工程
84 水利 100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水电站动力

设备、水电站运行与管理、水电站动力设备与管理、

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技术、水文与工程地质

二年 19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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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
8504 工程造价 85

工程

造价
250

建筑工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建筑经济

管理、建筑室内设计、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

建筑工程、工程测量技术

二年 19000
具体学费以发改

委批复为准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104 英语 01 英语 25

英语教育、商务英语、应用英语、旅游英语、航空服

务、空中乘务
二年 145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105 商务英语 01 英语 20

英语教育、商务英语、应用英语、旅游英语、航空服

务、空中乘务
二年 145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214

汉语言文

学
02

汉语言文

学
75

汉语、文秘、文秘速录、初等教育、小学教育、学前教育、

语文教育、历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法律文秘、医学文

秘、应用心理学、行政管理、行政执行、航空服务

二年 145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215

汉语国际

教育
02

汉语言文

学
20

汉语、文秘、文秘速录、初等教育、小学教育、学前

教育、语文教育、历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法律文

秘、医学文秘、应用心理学、行政管理、行政执行、

航空服务

二年 145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216 新闻学 02

汉语言文

学
20

新闻采编与制作、汉语、文秘、文秘速录、初等教育、

小学教育、学前教育、语文教育、历史教育、思想政

治教育、法律文秘、医学文秘、应用心理学、行政管

理、行政执行、航空服务

二年 145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217 广告学 02

汉语言文

学
20

新闻采编与制作、汉语、文秘、文秘速录、初等教育、

小学教育、学前教育、语文教育
二年 145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314 旅游管理 03

旅游

管理
80

旅游管理、旅游英语、会计、导游、旅游服务与管理、旅

游外语酒店管理、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航空服务、空

中乘务、商务英语、景区开发与管理、酒店服务与管理、

旅行社经营管理、休闲服务与管理、餐饮管理与服务、餐

饮管理、连锁经营管理、森林生态旅游、烹饪工艺与营养、

地理教育、市场营销、物流管理、应用泰国语、应用英语、

应用越南语、景区开发法与管理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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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428 经济学 04

经济

管理
40

经济管理、经济信息管理、酒店管理、连锁经营管理、

林业经济信息管理、工商管理、工商企业管理、工商

行政管理、报关与国际货运、电子商务、房地产经营

与估价、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建筑经济

管理、金融保险、金融管理与实务、金融与证券、农

业经济管理、市场营销、投资与理财、文化市场经营

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营销与策划、资产评估与

管理、市场开发与营销、保险、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证券与期货

二年 15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429 金融学 04

经济

管理
50

金融管理、金融保险、金融管理与实务、金融与证券、

证券与期货、投资与理财、电子商务、房地产经营与

估价、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建筑经济管

理、经济管理、连锁经营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商务管理、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药

品经营与管理、工商管理、工商企业管理、工商行政

管理、营销与策划、资产评估与管理、市场开发与营

销、保险、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经济信息管理

二年 15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430

国际经济

与贸易
04

经济

管理
40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报关与国际货运、

电子商务、房地产经营与估价、金融保险、金融管理

与实务、金融与证券、经济管理、酒店管理、连锁经

营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农业经济管理、市场营

销、投资与理财、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药品经营与

管理、营销与策划、资产评估与管理、房地产经营与

管理、市场开发与营销、经济信息管理、证券与期货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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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431 会计学 04

经济

管理
650

会计、会计电算化、会计与审计、会计与统计核算、报

关与国际货运、财务管理、电子商务、房地产经营与估

价、工商企业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

建筑经济管理、金融保险、金融管理与实务、金融与证

券、经济管理、连锁经营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农

业经济管理、统计实务、投资与理财、资产评估与管理、

审计实务、市场开发与营销、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经济

信息管理、审计、税务、统计与会计核算

二年 15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432 财务管理 04

经济

管理
350

财务管理、会计、会计电算化、会计与审计、会计与统

计核算、报关与国际货运、电子商务、房地产经营与估

价、工商企业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

建筑经济管理、金融保险、金融管理与实务、金融与证

券、经济管理、连锁经营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农

业经济管理、统计实务、投资与理财、资产评估与管理、

审计实务、市场开发与营销、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经济

信息管理、审计、税务、统计与会计核算

二年 15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433 工商管理 04

经济

管理
100

工商管理、工商企业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

理事务、公路运输与管理、电子商务、房地产经营与估

价、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行政管理、建筑

经济管理、金融管理与实务、经济管理、酒店管理、连

锁经营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路政管理、农业经济

管理、商务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市场营销、文化市

场经营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营销与策划、资产评

估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农村行政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经济信息管理

二年 15000



― 45 ―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434 市场营销 04

经济

管理
40

市场营销、营销与策划、市场开发与营销、汽车技术

服务与营销、财务管理、电子商务、房地产经营与估

价、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行政管理、建

筑经济管理、金融保险、金融管理与实务、金融与证

券、经济管理、酒店管理、连锁经营管理、林业经济

信息管理、路政管理、农业经济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商务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统计实务、投资与理财、

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资产评估与

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农村行政

管理、保险、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二年 15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435

人力资源

管理
04

经济

管理
60

人力资源管理、商务管理、工商管理、社区管理与服

务、工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市场营销、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

理事务、农村行政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二年 15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436 行政管理 04

经济

管理
40

行政管理、工商企业管理、工商管理、公路运输与管

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建筑经济管理、

金融管理与实务、经济管理、酒店管理、连锁经营管

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路政管理、农业经济管理、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商务管理、社

区管理与服务、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

理、资产评估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农

村行政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公共卫生管理、经

济信息管理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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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437 物流管理 04

经济

管理
40

物流管理、物业管理、物流工程技术、物流服务与管

理、安全技术管理、报关与国际货运、财务管理、电

子商务、工商企业管理、公路运输与管理、国际经济

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行政管理、建筑经济管理、

金融管理与实务、经济管理、酒店管理、连锁经营管

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路政管理、农业经济管理、

商务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统计实务、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农

村行政管理

二年 15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504 法学 05 政教 90

法律事务、法律文秘、行政执行、司法警务、司法信

息安全、司法助理
二年 15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0905

汉语言文

学
09

学前

教育
150

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初等教育、美术教育、文秘、

小学教育、艺术教育
二年 145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1302 旅游管理 13

导游

经济
20 导游经济、导游 二年 15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4104 动画 41 美术学 20

影视动画、动漫设计与制作、动漫制作技术、建筑动

画设计与制作、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产品造型设计、

产品艺术设计电脑艺术设计、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广

告设计与制作、美术教育、美术设计与制作、人物形

象设计、室内设计技术、室内艺术设计、室内艺术设

计与制作、图形图像制作、艺术设计、装潢艺术设计、

装饰艺术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美术、木材

加工技术、首饰设计与工艺、工艺美术品设计、计算

机平面设计、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

计

二年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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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4211 环境设计 42

艺术

设计
30

环境艺术设计、建筑动画设计与制作、建筑装饰工程

技术、风景园林设计、产品造型设计、电脑艺术设计、

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家具设计与制

造、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美术教育、美术设计与

制作、室内设计技术、室内装饰设计、室内设计、室

内艺术设计、室内艺术设计与制作、图形图像制作、

舞台影视技术、艺术设计、装潢艺术设计、装饰艺术

设计、动漫设计与制作、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美

术、视觉传达艺术设计、计算机平面设计、数字媒体

艺术设计

二年 22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4212

视觉传达

设计
42

艺术

设计
20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视觉传播

设计制作、产品造型设计、电脑艺术设计、雕塑艺术

设计、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环境艺

术设计、家具设计与制造、建筑动画设计与制作、建

筑装饰工程技术、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美术教育、

美术设计与制作、人物形象设计、室内设计技术、室

内装饰设计、室内设计、室内艺术设计、室内艺术设

计与制作、图形图像制作、舞台影视技术、艺术设计、

装潢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动漫设计与制作、计

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美术、首饰设计与工艺、影视

动画、工艺美术品设计、计算机平面设计、舞台艺术

设计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二年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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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4213 产品设计 42

艺术

设计
15

产品艺术设计、产品造型设计、电脑艺术设计、雕塑

艺术设计、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家

具设计与制造、建筑动画设计与制作、建筑装饰工程

技术、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美术教育、美术设计

与制作、人物形象设计、室内设计技术、室内装饰设

计、室内设计、室内艺术设计、室内艺术设计与制作、

图形图像制作、艺术设计、装潢艺术设计、装饰艺术

设计、动漫设计与制作、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美

术、视觉传达艺术设计、首饰设计与工艺、印刷技术、

影视动画、工艺美术品设计、计算机平面设计、数字

媒体艺术设计

二年 22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4214

服装与服

饰设计
42

艺术

设计
15

服装设计与工艺、美术教育、美术、美术设计与制作、

人物形象设计、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产品造型设计、

电脑艺术设计、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

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图形图像制作、艺术设计、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计算机平面设计

二年 22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4403 音乐表演 44

音乐

表演
50 音乐表演、音乐教育、戏曲表演等音乐表演类专业 二年 22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4703

广播电视

学
47

广播电视

编导
105

编导、电视节目制作、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广播电视

技术、广播影视节目制作、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摄影

摄像技术、新闻采编与制作、影视多媒体技术、文秘、

影视编导、主持与播音等

二年 145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5105

社会体育

指导与管

理

51 体育 50
民族传统体育、社会体育、体育保健、体育服务与管

理、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二年 145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5106 休闲体育 51 体育 20

民族传统体育、社会体育、体育保健、体育服务与管

理、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二年 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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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6114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61 计算机 60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计

算机多媒体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计算机控

制技术、计算机系统维护、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

教育、电子商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软件技术、通

信技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现代

教育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城市轨道交通控制、多媒

体设计与制作、光电子技术、广播电视技术、检测技

术及应用、交通安全与智能控制、楼宇智能化工程技

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司法信息安全、铁道通信信

号、图形图像制作、物流工程技术、应用电子技术、

智能监控技术、影视多媒体技术、网络系统管理、导

航与位置服务、网站建设与管理、数控技术应用、信

息安全与管理、信息统计与分析、智能监控技术应用、

智能交通技术应用、智能控制技术

二年 16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6115 软件工程 61 计算机 25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计

算机多媒体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计算机控

制技术、计算机系统维护、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

教育、网站建设与管理、电子商务、电子信息工程技

术、软件技术、通信技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物联

网应用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城市轨

道交通控制、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光电子技术、广播

电视技术、检测技术及应用、交通安全与智能控制、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司法信息

安全、铁道通信信号、图形图像制作、物流工程技术、

应用电子技术、智能监控技术、影视多媒体技术、网

络系统管理、导航与位置服务、数控技术应用、信息

安全与管理、信息统计与分析、智能监控技术应用、

智能交通技术应用、智能控制技术

二年 16000



― 50 ―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6116 网络工程 61 计算机 25

网站建设与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计

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

与制造、计算机控制技术、计算机系统维护、计算机

信息管理、计算机教育、电子商务、电子信息工程技

术、软件技术、通信技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物联

网应用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城市轨

道交通控制、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光电子技术、广播

电视技术、检测技术及应用、交通安全与智能控制、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司法信息

安全、铁道通信信号、图形图像制作、物流工程技术、

智能监控技术、影视多媒体技术、网络系统管理、导

航与位置服务、数控技术应用、信息安全与管理、信

息统计与分析、智能监控技术应用、智能交通技术应

用、智能控制技术

二年 16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6117

物联网工

程
61 计算机 25

物流工程管理、网站建设与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计算机控制技术、计算机系

统维护、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教育、电子商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软件技术、通信技术、移动互联

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移动通

信技术、城市轨道交通控制、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光

电子技术、广播电视技术、检测技术及应用、交通安

全与智能控制、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建筑

工程、司法信息安全、铁道通信信号、图形图像制作、

物流工程技术、智能监控技术、影视多媒体技术、网

络系统管理、导航与位置服务、数控技术应用、信息

安全与管理、信息统计与分析、智能监控技术应用、

智能交通技术应用、智能控制技术

二年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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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6206

电子信息

工程
62 电气 80

应用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光电技术应用、光伏材

料制备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信息统计与分析、智

能监控技术应用、智能交通技术应用、智能控制技术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城市轨道交

通控制、电厂设备运行与维护、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供用电技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建筑电气工程技术、汽车电子技

术、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水电站动力设备与管理、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电气运行与控制、光伏材料加工

与应用技术

二年 16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6708

数学与应

用数学
67 数学 50 数学教育、初等教育、小学教育 二年 16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7114 土木工程 71

土木

工程
180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工程造价、建筑工程管理、农业

水利技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城镇规划、工程监理、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建筑设计技术、

市政工程技术、安全技术管理、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技术、给排

水工程技术、工程测量技术、公路工程检测技术、基

础工程技术、建筑材料工程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施工、建筑经济管理、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煤矿开采技术、水利水电工程管

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工程测量与监理、建筑装饰

材料及检测、木材加工技术、软件技术、土建工程检

测、项目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地籍测绘与土地管

理、建设工程管理、建设工程监理

二年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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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7115

建筑学（学

制三年）
71

土木

工程
40

报考本专业需要一定的美术基础。建筑设计技术、室

内设计技术、园林工程技术、环境艺术设计、建筑装

饰工程技术、中国古建筑工程技术、城镇建设、城镇

规划、建筑工程技术

三年 16000

报考该专业需具

备一定的美术基

础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7116

城乡规划

（学制三

年）

71
土木

工程
40

报考本专业需要一定的美术基础。建筑设计技术、室

内设计技术、园林工程技术、环境艺术设计、建筑装

饰工程技术、中国古建筑工程技术、城镇建设、城镇

规划、建筑工程技术

三年 16000

报考该专业需具

备一定的美术基

础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7117 工程管理 71

土木

工程
40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工程造价、建筑工程管理、农业

水利技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城镇规划、工程监理、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建筑设计技术、

市政工程技术、安全技术管理、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技术、给排

水工程技术、工程测量技术、公路工程检测技术、基

础工程技术、建筑材料工程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施工、建筑经济管理、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煤矿开采技术、水利水电工程管

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工程测量与监理、建筑装饰

材料及检测、木材加工技术、软件技术、土建工程检

测、项目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地籍测绘与土地管

理、建设工程管理、建设工程监理

二年 16000

13
云南大学滇池

学院
8505 工程造价 85

工程

造价
180

工程造价、建筑工程管理、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城镇

规划、工程监理、安全技术管理、建筑工程施工、建

筑经济管理、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工程测量与监理、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土建工程检

测、项目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

二年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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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106 英语 01 英语 50

英语教育、应用英语、旅游英语、航空服务、商务英

语、空中乘务、航空英语
二年 145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218

汉语言文

学
02

汉语言文

学
100

语文教育、历史教育、文秘、思想政治教育、小学教

育、法律文秘、学前教育、汉语、学前教育、行政管

理、行政执行、航空服务、会计电算化、建筑设备工

程技术、摄影摄像技术、室内设计技术、文秘、文秘

速录、新闻采编与制作、医学文秘、应用心理学

二年 145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219 广告学 02

汉语言文

学
30

语文教育、历史教育、文秘、思想政治教育、小学教

育、法律文秘、学前教育、汉语、学前教育、行政管

理、行政执行、航空服务、会计电算化、建筑设备工

程技术、摄影摄像技术、室内设计技术、文秘、文秘

速录、新闻采编与制作、医学文秘、应用心理学

二年 145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220 学前教育 02

汉语言文

学
120

语文教育、历史教育、英语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

前教育、小学教育、美术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语文

教育、历史教育、文秘、思想政治教育、法律文秘、

学前教育、汉语、文秘速录、新闻采编与制作、应用

心理学

二年 145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315 旅游管理 03

旅游

管理
20

资产评估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物流

工程技术、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统计实务、市场营

销、商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农业经济管理、旅游管理、路政管理、林业信息技术

与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经济信

息管理、经济类、经济管理、金融与证券、金融管理

与实务、金融保险、建筑经济管理、会计与统计核算、

会计与审计、会计学、会计电算化、会计(中外合作办

学.中加)、行政管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与贸易、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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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公路运输与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房地产

经营与估价、电子商务、导游、财务管理、报关与国

际货运、安全技术管理、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工程

造价、室内设计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城市

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建筑工程管理、软件技术、审计

实务、宝玉石鉴定与营销、证券与期货、营销与策划、

物业管理、投资与理财、税务、市场开发与营销、社

区管理与服务、汽车定损与评估、农村行政管理、酒

店管理、保险实务、茶艺与茶叶营销、餐饮管理与服

务、财政、财务会计类、工商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管理类、航空物流、金融类工商企业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438 会计学 04

经济

管理
250

资产评估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物流

工程技术、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统计实务、市场营

销、商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农业经济管理、旅游管理、路政管理、林业信息技术

与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经济信

息管理、经济类、经济管理、金融与证券、金融管理

与实务、金融保险、建筑经济管理、会计与统计核算、

会计与审计、会计学、会计电算化、会计(中外合作办

学.中加)、行政管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金融、公路运输与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房地产

经营与估价、电子商务、导游、财务管理、报关与国

际货运、安全技术管理、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工程

造价、室内设计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城市

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建筑工程管理、软件技术、审计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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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宝玉石鉴定与营销、证券与期货、营销与策划、

物业管理、投资与理财、税务、市场开发与营销、社

区管理与服务、汽车定损与评估、农村行政管理、酒

店管理、保险实务、茶艺与茶叶营销、餐饮管理与服

务、财政、财务会计类、工商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管理类、航空物流、金融类工商企业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439 财务管理 04

经济

管理
100

资产评估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物流

工程技术、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统计实务、市场营

销、商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农业经济管理、旅游管理、路政管理、林业信息技术

与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经济信

息管理、经济类、经济管理、金融与证券、金融管理

与实务、金融保险、建筑经济管理、会计与统计核算、

会计与审计、会计学、会计电算化、会计(中外合作办

学.中加)、行政管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金融、公路运输与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房地产

经营与估价、电子商务、导游、财务管理、报关与国

际货运、安全技术管理、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工程

造价、室内设计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城市

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建筑工程管理、软件技术、审计

实务、宝玉石鉴定与营销、证券与期货、营销与策划、

物业管理、投资与理财、税务、市场开发与营销、社

区管理与服务、汽车定损与评估、农村行政管理、酒

店管理、保险实务、茶艺与茶叶营销、餐饮管理与服

务、财政、财务会计类、工商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管理类、航空物流、金融类工商企业管理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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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440 经济学 04

经济

管理
50

资产评估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物流

工程技术、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统计实务、市场营

销、商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农业经济管理、旅游管理、路政管理、林业信息技术

与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经济信

息管理、经济类、经济管理、金融与证券、金融管理

与实务、金融保险、建筑经济管理、会计与统计核算、

会计与审计、会计学、会计电算化、会计(中外合作办

学.中加)、行政管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金融、公路运输与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房地产

经营与估价、电子商务、导游、财务管理、报关与国

际货运、安全技术管理、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工程

造价、室内设计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城市

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建筑工程管理、软件技术、审计

实务、宝玉石鉴定与营销、证券与期货、营销与策划、

物业管理、投资与理财、税务、市场开发与营销、社

区管理与服务、汽车定损与评估、农村行政管理、酒

店管理、保险实务、茶艺与茶叶营销、餐饮管理与服

务、财政、财务会计类、工商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管理类、航空物流、金融类工商企业管理

二年 150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441

经济与金

融
04

经济

管理
50

资产评估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物流

工程技术、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统计实务、市场营

销、商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农业经济管理、旅游管理、路政管理、林业信息技术

与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经济信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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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管理、经济类、经济管理、金融与证券、金融管理

与实务、金融保险、建筑经济管理、会计与统计核算、

会计与审计、会计学、会计电算化、会计(中外合作办

学.中加)、行政管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金融、公路运输与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房地产

经营与估价、电子商务、导游、财务管理、报关与国

际货运、安全技术管理、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工程

造价、室内设计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城市

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建筑工程管理、软件技术、审计

实务、宝玉石鉴定与营销、证券与期货、营销与策划、

物业管理、投资与理财、税务、市场开发与营销、社

区管理与服务、汽车定损与评估、农村行政管理、酒

店管理、保险实务、茶艺与茶叶营销、餐饮管理与服

务、财政、财务会计类、工商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管理类、航空物流、金融类工商企业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442 工商管理 04

经济

管理
70

资产评估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物流

工程技术、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统计实务、市场营

销、商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农业经济管理、旅游管理、路政管理、林业信息技术

与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经济信

息管理、经济类、经济管理、金融与证券、金融管理

与实务、金融保险、建筑经济管理、会计与统计核算、

会计与审计、会计学、会计电算化、会计(中外合作办

学.中加)、行政管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金融、公路运输与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房地产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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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与估价、电子商务、导游、财务管理、报关与国

际货运、安全技术管理、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工程

造价、室内设计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城市

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建筑工程管理、软件技术、审计

实务、宝玉石鉴定与营销、证券与期货、营销与策划、

物业管理、投资与理财、税务、市场开发与营销、社

区管理与服务、汽车定损与评估、农村行政管理、酒

店管理、保险实务、茶艺与茶叶营销、餐饮管理与服

务、财政、财务会计类、工商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管理类、航空物流、金融类工商企业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443 电子商务 04

经济

管理
50

资产评估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物流

工程技术、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统计实务、市场营

销、商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农业经济管理、旅游管理、路政管理、林业信息技术

与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经济信

息管理、经济类、经济管理、金融与证券、金融管理

与实务、金融保险、建筑经济管理、会计与统计核算、

会计与审计、会计学、会计电算化、会计(中外合作办

学.中加)、行政管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金融、公路运输与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房地产

经营与估价、电子商务、导游、财务管理、报关与国

际货运、安全技术管理、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工程

造价、室内设计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城市

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建筑工程管理、软件技术、审计

实务、宝玉石鉴定与营销、证券与期货、营销与策划、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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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投资与理财、税务、市场开发与营销、社

区管理与服务、汽车定损与评估、农村行政管理、酒

店管理、保险实务、茶艺与茶叶营销、餐饮管理与服

务、财政、财务会计类、工商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管理类、航空物流、金融类工商企业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444

国际经济

与贸易
04

经济

管理
50

资产评估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物流

工程技术、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统计实务、市场营

销、商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农业经济管理、旅游管理、路政管理、林业信息技术

与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经济信

息管理、经济类、经济管理、金融与证券、金融管理

与实务、金融保险、建筑经济管理、会计与统计核算、

会计与审计、会计学、会计电算化、会计(中外合作办

学.中加)、行政管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金融、公路运输与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房地产

经营与估价、电子商务、导游、财务管理、报关与国

际货运、安全技术管理、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工程

造价、室内设计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城市

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建筑工程管理、软件技术、审计

实务、宝玉石鉴定与营销、证券与期货、营销与策划、

物业管理、投资与理财、税务、市场开发与营销、社

区管理与服务、汽车定损与评估、农村行政管理、酒

店管理、保险实务、茶艺与茶叶营销、餐饮管理与服

务、财政、财务会计类、工商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管理类、航空物流、金融类工商企业管理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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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445 市场营销 04

经济

管理
50

资产评估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物流

工程技术、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统计实务、市场营

销、商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农业经济管理、旅游管理、路政管理、林业信息技术

与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经济信

息管理、经济类、经济管理、金融与证券、金融管理

与实务、金融保险、建筑经济管理、会计与统计核算、

会计与审计、会计学、会计电算化、会计(中外合作办

学.中加)、行政管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金融、公路运输与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房地产

经营与估价、电子商务、导游、财务管理、报关与国

际货运、安全技术管理、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工程

造价、室内设计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城市

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建筑工程管理、软件技术、审计

实务、宝玉石鉴定与营销、证券与期货、营销与策划、

物业管理、投资与理财、税务、市场开发与营销、社

区管理与服务、汽车定损与评估、农村行政管理、酒

店管理、保险实务、茶艺与茶叶营销、餐饮管理与服

务、财政、财务会计类、工商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管理类、航空物流、金融类工商企业管理、增加

婚庆服务与管理、汽车营销与服务

二年 150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446 旅游管理 04

经济

管理
10

资产评估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物流

工程技术、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统计实务、市场营

销、商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农业经济管理、旅游管理、路政管理、林业信息技术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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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经济信

息管理、经济类、经济管理、金融与证券、金融管理

与实务、金融保险、建筑经济管理、会计与统计核算、

会计与审计、会计学、会计电算化、会计(中外合作办

学.中加)、行政管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金融、公路运输与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房地产

经营与估价、电子商务、导游、财务管理、报关与国

际货运、安全技术管理、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工程

造价、室内设计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城市

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建筑工程管理、软件技术、审计

实务、宝玉石鉴定与营销、证券与期货、营销与策划、

物业管理、投资与理财、税务、市场开发与营销、社

区管理与服务、汽车定损与评估、农村行政管理、酒

店管理、保险实务、茶艺与茶叶营销、餐饮管理与服

务、财政、财务会计类、工商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管理类、航空物流、金融类工商企业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505

汉语言文

学
05 政教 30

语文教育、历史教育、文秘、思想政治教育、小学教

育、法律文秘、学前教育、汉语、学前教育、行政管

理、行政执行、航空服务、会计电算化、建筑设备工

程技术、摄影摄像技术、室内设计技术、文秘、文秘

速录、新闻采编与制作、医学文秘、应用心理学

二年 145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506 法学 05 政教 60

法律事务、法律文秘、司法信息安全、司法助理、思

想政治教育、刑事执行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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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802

汉语言文

学
08 历史 20

语文教育、历史教育、文秘、思想政治教育、小学教

育、法律文秘、学前教育、汉语、学前教育、行政管

理、行政执行、航空服务、会计电算化、建筑设备工

程技术、摄影摄像技术、室内设计技术、文秘、文秘

速录、新闻采编与制作、医学文秘、应用心理学

二年 145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0906 学前教育 09

学前

教育
130

语文教育、历史教育、英语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

前教育、小学教育、美术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语文

教育、历史教育、文秘、思想政治教育、法律文秘、

学前教育、汉语、文秘速录、新闻采编与制作、应用

心理学

二年 145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1303 经济学 13

导游

经济
30

资产评估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物流

工程技术、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统计实务、市场营

销、商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农业经济管理、旅游管理、路政管理、林业信息技术

与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经济信

息管理、经济类、经济管理、金融与证券、金融管理

与实务、金融保险、建筑经济管理、会计与统计核算、

会计与审计、会计学、会计电算化、会计(中外合作办

学.中加)、行政管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金融、公路运输与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房地产

经营与估价、电子商务、导游、财务管理、报关与国

际货运、安全技术管理、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工程

造价、室内设计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城市

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建筑工程管理、软件技术、审计

实务、宝玉石鉴定与营销、证券与期货、营销与策划、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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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投资与理财、税务、市场开发与营销、社

区管理与服务、汽车定损与评估、农村行政管理、酒

店管理、保险实务、茶艺与茶叶营销、餐饮管理与服

务、财政、财务会计类、工商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管理类、航空物流、金融类工商企业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1304

经济与金

融
13

导游

经济
30

资产评估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物流

工程技术、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统计实务、市场营

销、商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农业经济管理、旅游管理、路政管理、林业信息技术

与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经济信

息管理、经济类、经济管理、金融与证券、金融管理

与实务、金融保险、建筑经济管理、会计与统计核算、

会计与审计、会计学、会计电算化、会计(中外合作办

学.中加)、行政管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金融、公路运输与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房地产

经营与估价、电子商务、导游、财务管理、报关与国

际货运、安全技术管理、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工程

造价、室内设计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城市

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建筑工程管理、软件技术、审计

实务、宝玉石鉴定与营销、证券与期货、营销与策划、

物业管理、投资与理财、税务、市场开发与营销、社

区管理与服务、汽车定损与评估、农村行政管理、酒

店管理、保险实务、茶艺与茶叶营销、餐饮管理与服

务、财政、财务会计类、工商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管理类、航空物流、金融类工商企业管理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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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1305 工商管理 13

导游

经济
30

资产评估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物流

工程技术、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统计实务、市场营

销、商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农业经济管理、旅游管理、路政管理、林业信息技术

与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经济信

息管理、经济类、经济管理、金融与证券、金融管理

与实务、金融保险、建筑经济管理、会计与统计核算、

会计与审计、会计学、会计电算化、会计(中外合作办

学.中加)、行政管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金融、公路运输与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房地产

经营与估价、电子商务、导游、财务管理、报关与国

际货运、安全技术管理、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工程

造价、室内设计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城市

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建筑工程管理、软件技术、审计

实务、宝玉石鉴定与营销、证券与期货、营销与策划、

物业管理、投资与理财、税务、市场开发与营销、社

区管理与服务、汽车定损与评估、农村行政管理、酒

店管理、保险实务、茶艺与茶叶营销、餐饮管理与服

务、财政、财务会计类、工商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管理类、航空物流、金融类工商企业管理

二年 150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1306 旅游管理 13

导游

经济
20

资产评估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物流

工程技术、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统计实务、市场营

销、商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农业经济管理、旅游管理、路政管理、林业信息技术

与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经济信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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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管理、经济类、经济管理、金融与证券、金融管理

与实务、金融保险、建筑经济管理、会计与统计核算、

会计与审计、会计学、会计电算化、会计(中外合作办

学.中加)、行政管理、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金融、公路运输与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房地产

经营与估价、电子商务、导游、财务管理、报关与国

际货运、安全技术管理、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工程

造价、室内设计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城市

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建筑工程管理、软件技术、审计

实务、宝玉石鉴定与营销、证券与期货、营销与策划、

物业管理、投资与理财、税务、市场开发与营销、社

区管理与服务、汽车定损与评估、农村行政管理、酒

店管理、保险实务、茶艺与茶叶营销、餐饮管理与服

务、财政、财务会计类、工商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管理类、航空物流、金融类工商企业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4105 环境设计 41 美术学 15

艺术设计、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建筑装饰工程技

术、环境艺术设计、建筑室内设计、装潢艺术设计、

装饰艺术设计、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影视动画、印

刷技术、舞台影视技术、文物鉴定与修复、图形图像

制作、首饰设计与工艺、室内装饰设计、人物形象设

计、木材加工技术、美术设计与制作、美术教育、美

术、建筑动画设计与制作、家具设计与制造、计算机

辅助设计与制造、动漫设计与制作、雕塑艺术设计、

雕刻艺术与工艺、电脑艺术设计、产品造型设计、宝

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

二年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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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4106

视觉传达

设计
41 美术学 10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艺术设计、数字媒体应用技术、广

告设计与制作、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多媒体设计与制

作、装饰艺术设计、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影视动画、

印刷技术、舞台影视技术、文物鉴定与修复、图形图像

制作、首饰设计与工艺、室内装饰设计、人物形象设计、

木材加工技术、美术设计与制作、美术教育、美术、旅

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建筑动画设

计与制作、家具设计与制造、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环境艺术设计、动漫设计与制作、雕塑艺术设计、雕刻

艺术与工艺、电脑艺术设计、产品造型设计、宝玉石鉴

定与加工技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二年 230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4107 美术学 41 美术学 10

美术教育、艺术设计、人物形象设计、美术学、广告

设计与制作、人物形象设计、室内设计技术、装潢艺

术设计、雕塑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美术教育、

室内设计技术、图形图像制作、学前教育、珠宝首饰

工艺及鉴定

二年 230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4215 环境设计 42

艺术

设计
25

艺术设计、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建筑装饰工程技

术、环境艺术设计、建筑室内设计、装潢艺术设计、

装饰艺术设计、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影视动画、印

刷技术、舞台影视技术、文物鉴定与修复、图形图像

制作、首饰设计与工艺、室内装饰设计、人物形象设

计、木材加工技术、美术设计与制作、美术教育、美

术、建筑动画设计与制作、家具设计与制造、计算机

辅助设计与制造、动漫设计与制作、雕塑艺术设计、

雕刻艺术与工艺、电脑艺术设计、产品造型设计、宝

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

二年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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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4216

视觉传达

设计
42

艺术

设计
30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艺术设计、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广告设计与制作、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多媒体设计

与制作、装饰艺术设计、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影视

动画、印刷技术、舞台影视技术、文物鉴定与修复、

图形图像制作、首饰设计与工艺、室内装饰设计、人

物形象设计、木材加工技术、美术设计与制作、美术

教育、美术、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建筑装饰工程

技术、建筑动画设计与制作、家具设计与制造、计算

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环境艺术设计、动漫设计与制作、

雕塑艺术设计、雕刻艺术与工艺、电脑艺术设计、产

品造型设计、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数字媒体艺术

设计

二年 230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4217 美术学 42

艺术

设计
10

美术教育、艺术设计、人物形象设计、美术学、广告

设计与制作、人物形象设计、室内设计技术、装潢艺

术设计、雕塑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美术教育、

室内设计技术、图形图像制作、学前教育、珠宝首饰

工艺及鉴定

二年 230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4305 音乐学 43 音乐学 25 音乐教育、音乐表演、音乐学、戏曲表演、学前教育 二年 230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4404 音乐学 44

音乐

表演
15 音乐教育、音乐表演、音乐学、戏曲表演、学前教育 二年 230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4504 舞蹈学 45 舞蹈学 20 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教育 二年 230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4602 音乐学 46

艺术

教育
10 音乐教育、音乐表演、音乐学、戏曲表演、学前教育 二年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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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4603 舞蹈学 46

艺术

教育
10 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教育 二年 230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4604 美术学 46

艺术

教育
10

美术教育、艺术设计、人物形象设计、美术学、广告

设计与制作、人物形象设计、室内设计技术、装潢艺

术设计、雕塑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美术教育、

室内设计技术、图形图像制作、学前教育、珠宝首饰

工艺及鉴定

二年 230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5107

社会体育

指导与管

理

51 体育 30

体育教育、休闲体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民族传

统体育、社会体育、体育保健、体育服务与管理、运

动训练

二年 145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6118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61 计算机 50

计算机应用技术、林业信息技术与管理、计算机信息

管理、现代教育技术专业、信息统计与分析、数字媒

体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软件技术、通信技术、

电子商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计算机教育、计算机

网络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城市轨道

交通控制、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光电子技术、光伏材

料加工与应用技术、广播电视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

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计算机控制技术、计算

机系统维护、计算机信息类(物联网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检测技术及应用、建筑动

画设计与制作、通安全与智能控制、林业经济信息管

理、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司法

信息安全、铁道通信信号、图形图像制作、物流工程

技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印刷技术、应用电子技术、

智能监控技术、影视多媒体技术、计算机应用、网络

系统管理、电脑艺术设计

二年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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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6119

物联网工

程
61 计算机 30

计算机应用技术、林业信息技术与管理、计算机信息

管理、现代教育技术专业、信息统计与分析、数字媒

体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软件技术、通信技术、

电子商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计算机教育、计算机

网络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城市轨道

交通控制、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光电子技术、光伏材

料加工与应用技术、广播电视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

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计算机控制技术、计算

机系统维护、计算机信息类(物联网应用技术、计算机

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检测技术及应用、建筑动

画设计与制作、通安全与智能控制、林业经济信息管

理、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司法

信息安全、铁道通信信号、图形图像制作、物流工程

技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印刷技术、应用电子技术、

智能监控技术、影视多媒体技术、计算机应用、网络

系统管理、电脑艺术设计

二年 16000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7118 城乡规划 71

土木

工程
100

城镇规划、园林技术、园艺技术、水利工程管理、建筑

工程管理、测绘工程技术、市政工程技术、园林工程技

术、项目管理、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土建工程检测、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市政工程技术、

软件技术、农业水利技术、木材加工技术、煤矿开采技

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建筑设

计技术、建筑设备工程技术、建筑经济管理、建筑工程

施工、建筑工程技术、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建筑电气

工程技术、建材类(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技术、材料工程

技术、建筑装饰材）、基础工程技术、环境类(工业分析

二年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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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检验、给排水工程技术)、公路工程检测技术、工程测

量技术、给排水工程技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技术、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城镇规划、城市燃气工程技术、城

市管理与监察、安全技术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8506 工程造价 85

工程

造价
250

工程造价、园林技术、园艺技术、水利工程管理、建筑

工程管理、测绘工程技术、工程测量与监理、工程监理、

建筑工程监理、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园林工程技术、建

设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土建工程

检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市政工

程技术、软件技术、农业水利技术、木材加工技术、煤

矿开采技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

建筑设计技术、建筑设备工程技术、建筑经济管理、建

筑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技术、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建

筑电气工程技术、建材类(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技术、材

料工程技术、建筑装饰材）、基础工程技术、环境类(工

业分析与检验、给排水工程技术)、公路工程检测技术、

工程测量技术、给排水工程技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

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城镇规划、城市燃气工程技

术、城市管理与监察、安全技术管理

二年 15000

15
昆明医科大学

海源学院
0447

劳动与社

会保障
04

经济

管理
30 劳动与社会保障 二年 13000

15
昆明医科大学

海源学院
0448

公共事业

管理
04

经济

管理
30

管道运输管理、公共卫生管理、文化市场经营管理、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社会福利事业管理、青少年工

作与管理、社会管理与服务、公共关系、民政管理、

公共事物管理、家政服务与管理、婚庆服务与管理、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二年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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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昆明医科大学

海源学院
0449 财务管理 04

经济

管理
30 财务管理 二年 13000

15
昆明医科大学

海源学院
6120

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

统

61 计算机 30

卫生信息管理、会计信息管理、经济信息管理、出版

信息管理、网络舆情检测、环境信息技术、城市信息

化管理、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

机信息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移动

通信技术

二年 13000

15
昆明医科大学

海源学院
6605 眼视光学 66 医学 30 眼视光技术 二年 19000

限专业名称相同

专业

15
昆明医科大学

海源学院
6606 运动康复 66 医学 30 中医康复技术、运动防护、体育保健与康复 二年 14500

15
昆明医科大学

海源学院
6607

应用心理

学
66 医学 30

心理咨询、犯罪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戒毒矫治技术、

应用心理学
二年 14500

15
昆明医科大学

海源学院
7406 护理学 74 护理 460 护理、助产 二年 19000

限专业名称相同

专业

15
昆明医科大学

海源学院
7702 临床医学 77

临床

医学
200 临床医学 三年 21000

限专业名称相同

专业

15
昆明医科大学

海源学院
7801 口腔医学 78

口腔

医学
100 口腔医学 三年 21000

限专业名称相同

专业

15
昆明医科大学

海源学院
8004

医学检验

技术
80

医学检验

技术
150 医学检验技术 二年 21000

限专业名称相同

专业

15
昆明医科大学

海源学院
8102

医学影像

技术
81

医学影像

技术
150 医学影像技术 二年 21000

限专业名称相同

专业

15
昆明医科大学

海源学院
8205

康复治疗

学
82

康复

治疗学
150 康复治疗技术、康复技术 二年 19000

限专业名称相同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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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昆明医科大学

海源学院
8306 药学 83 药学 150 药学 二年 19000

限专业名称相同

专业

15
昆明医科大学

海源学院
8507 工程造价 85

工程

造价
30 工程造价 二年 130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0221

汉语言文

学
02

汉语言文

学
55

初等教育、汉语、文秘、文秘速录、现代教育技术、

小学教育（文）、语文教育、新闻采编与制作、思想

政治教育、历史教育、学前教育

二年 130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0316

文化产业

管理
03

旅游

管理
20

导游、行政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婚庆服务与管理、

景区开发与管理、酒店管理、旅行社经营管理、旅游服

务与管理、旅游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商务管理、社区

管理与服务、休闲服务与管理、物流管理、物业管理、

艺术教育（社会文化艺术）、财务管理、工商管理、工

商行政管理事务、工商企业管理、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

二年 135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0803

汉语言文

学
08 历史 10 历史教育 二年 130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0907

汉语言文

学
09

学前

教育
25 学前教育 二年 130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108 美术学 41 美术学 20

美术、美术教育、影视美术、艺术教育、图形图像制

作、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模具设计与制造、人物形

象设计

二年 19800 师范类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109 绘画 41 美术学 15

美术、美术教育、影视美术、艺术教育、图形图像制

作、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模具设计与制造、人物形

象设计

二年 198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110

视觉传达

设计
41 美术学 15

美术、美术教育、影视美术、艺术教育、图形图像制

作、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模具设计与制造、人物形

象设计

二年 1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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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111 环境设计 41 美术学 15

美术、美术教育、影视美术、艺术教育、图形图像制

作、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模具设计与制造、人物形

象设计

二年 198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218 美术学 42

艺术

设计
20

动漫制作技术、广告设计与制作、风景园林设计、建

筑动画与模型制作、建筑设计、建筑室内设计、建筑

装饰工程技术、计算机平面设计、视觉传播设计与制

作、室内艺术设计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数字

媒体应用技术、图形图像制作、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设计、艺术设计、影视动画、艺术教育、装潢艺术设

计、多媒体设计与制作、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室内

设计技术、电脑艺术设计

二年 19800 师范类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219 绘画 42

艺术

设计
15

动漫制作技术、广告设计与制作、风景园林设计、建

筑动画与模型制作、建筑设计、建筑室内设计、建筑

装饰工程技术、计算机平面设计、视觉传播设计与制

作、室内艺术设计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数字

媒体应用技术、图形图像制作、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设计、艺术设计、影视动画、艺术教育、装潢艺术设

计、多媒体设计与制作、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室内

设计技术、电脑艺术设计

二年 198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220

视觉传达

设计
42

艺术

设计
15

动漫制作技术、广告设计与制作、风景园林设计、环

境艺术、环境艺术设计、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计算

机平面设计、城乡规划、民族班风景园林设计、模具

设计与制造、人物形象设计、设计、视觉传播设计与

制作、视觉传播设计制作、室内设计技术、室内艺术

设计、室内艺术设计与制作、装潢艺术设计、数字媒

体艺术设计、数字媒体应用技术、图形图像制作、舞

台艺术设计与制作、设计、艺术设计、影视动画、艺

术教育、多媒体设计与制作、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

电脑艺术设计

二年 19800



― 74 ―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221 环境设计 42

艺术

设计
15

动漫制作技术、广告设计与制作、风景园林设计、环

境艺术、环境艺术设计、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建筑

设计、建筑室内设计、建筑装饰工程技术、计算机平

面设计、城乡规划、民族班风景园林设计、模具设计

与制造、人物形象设计、设计、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视觉传播设计制作、室内设计技术、室内艺术设计、

室内艺术设计与制作、装潢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设计、数字媒体应用技术、图形图像制作、舞台艺术

设计与制作、设计、艺术设计、影视动画、艺术教育、

多媒体设计与制作、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电脑艺术

设计

二年 198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222 产品设计 42

艺术

设计
15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产品艺术

设计、雕刻艺术设计、工艺美术品设计、首饰设计与

工艺、家具设计与制作、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模具

设计与制造、人物形象设计、设计、图形图像制作、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艺术设计、影视美术、艺术教

育、装潢艺术设计、多媒体设计与制作、珠宝首饰工

艺及鉴定、室内设计技术、广告设计与制作、电脑艺

术设计

二年 198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306 音乐学 43 音乐学 20

音乐表演、音乐教育、舞台表演、表演艺术、戏曲表

演、乐器制造与维护、艺术教育、乐器制造技术
二年 19800 师范类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307 录音艺术 43 音乐学 15

音乐表演、音乐教育、舞台表演、表演艺术、戏曲表

演、乐器制造与维护、声像工程技术、艺术教育、乐

器制造技术

二年 198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405 音乐学 44

音乐

表演
20

音乐表演、音乐教育、舞台表演、表演艺术、戏曲表

演、乐器制造与维护、艺术教育、乐器制造技术
二年 19800 师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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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406 录音艺术 44

音乐

表演
15

音乐表演、音乐教育、舞台表演、表演艺术、戏曲表

演、乐器制造与维护、声像工程技术、艺术教育、乐

器制造技术

二年 198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505 舞蹈学 45 舞蹈学 20

舞蹈表演、表演艺术、舞台表演、戏曲表演、艺术教

育
二年 19800 师范类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605 美术学 46

艺术

教育
10 艺术教育、美术、美术教育、影视美术 二年 19800 师范类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606 音乐学 46

艺术

教育
15

艺术教育、音乐表演、音乐教育、舞台表演、表演艺

术、戏曲表演、乐器制造与维护、乐器制造技术
二年 19800 师范类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607 舞蹈学 46

艺术

教育
15

艺术教育、舞蹈表演、表演艺术、舞台表演、戏曲表

演
二年 19800 师范类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608 录音艺术 46

艺术

教育
10

艺术教育、音乐表演、音乐教育、舞台表演、表演艺

术、戏曲表演、乐器制造与维护、声像工程技术、乐

器制造技术

二年 198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704 录音艺术 47

广播

电视

编导

20

现代教育技术、印刷媒体技术、表演艺术、播音与主

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计算机多

媒体技术、乐器制造与维修、摄影摄像技术、摄影与

摄像艺术、声像工程技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数字

媒体应用技术、新闻采编与制作、影视编导、影视动

画、戏剧影视表演、文秘、艺术教育、汉语言文学、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首饰设计与工艺

二年 198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705

广播电视

编导
47

广播

电视

编导

30

现代教育技术、印刷媒体技术、表演艺术、播音与主

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计算机多

媒体技术、乐器制造与维修、摄影摄像技术、摄影与

摄像艺术、声像工程技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数字

媒体应用技术、新闻采编与制作、影视编导、影视动

画、戏剧影视表演、文秘、艺术教育、汉语言文学、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首饰设计与工艺

二年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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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706

广播电视

学
47

广播电视

编导
25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现代教育技

术、新闻采编与制作、印刷媒体技术、影视编导、数

字媒体应用技术、摄影摄像技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摄影与摄像艺术、初等教育、汉语、文秘、文秘速录、

小学教育（文）、小学教育（理）、语文教育、艺术

教育（社会文化艺术）、播音与主持、影视动画

二年 130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707

影视摄影

与制作
47

广播电视

编导
10

现代教育技术、印刷媒体技术、表演艺术、播音与主

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计算机多

媒体技术、乐器制造与维修、摄影摄像技术、摄影与

摄像艺术、声像工程技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数字

媒体应用技术、新闻采编与制作、影视编导、影视动

画、戏剧影视表演、文秘、艺术教育、汉语言文学、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首饰设计与工艺

二年 220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708

播音与主

持艺术
47

广播电视

编导
10

现代教育技术、印刷媒体技术、表演艺术、播音与主

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计算机多

媒体技术、乐器制造与维修、摄影摄像技术、摄影与

摄像艺术、声像工程技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数字

媒体应用技术、新闻采编与制作、影视编导、影视动

画、戏剧影视表演、文秘、艺术教育、汉语言文学、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首饰设计与工艺

二年 19800

16
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
4709

表演（戏剧

影视表演）
47

广播电视

编导
10

现代教育技术、印刷媒体技术、表演艺术、播音与主

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计算机多

媒体技术、乐器制造与维修、摄影摄像技术、摄影与

摄像艺术、声像工程技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数字

媒体应用技术、新闻采编与制作、影视编导、影视动

画、戏剧影视表演、文秘、艺术教育、汉语言文学、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首饰设计与工艺

二年 1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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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0107 英语 01 英语 30

航空服务、旅游英语、商务英语、英语教育、应用英

语
二年 145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0108 小学教育 01 英语 20 英语教育、应用英语 二年 145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0222

汉语言文

学
02

汉语言文

学
50

汉语、初等教育、法律文秘、行政管理、行政执行、

历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文秘、文秘速录、小学教

育、新闻采编与制作、学前教育、医学文秘、应用心

理学、语文教育

二年 145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0223 小学教育 02

汉语言文

学
70

初等教育、历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文秘、文秘速

录、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医学文秘、语文教育
二年 145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0224 秘书学 02

汉语言文

学
30

初等教育、文秘、新闻采编与制作、医学文秘、语文

教育
二年 145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0225

汉语国际

教育
02

汉语言文

学
20

汉语、初等教育、法律文秘、行政管理、行政执行、

历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文秘、文秘速录、小学教

育、新闻采编与制作、学前教育、医学文秘、应用心

理学、语文教育、英语教育、应用英语、应用泰国语

二年 145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0317 旅游管理 03

旅游

管理
30

餐饮管理与服务、导游、地理教育、航空服务、景区

开发与管理、酒店服务与管理、酒店管理、旅行社经

营管理、旅游管理、旅游英语、森林生态旅游、商务

英语、市场营销、物流管理、休闲服务与管理、应用

泰国语、应用英语、应用越南语、会计、旅游服务与

管理、旅游外语酒店管理、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商务英语、景区开发与管理、休闲服务与管理、餐饮

管理与服务、餐饮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烹饪工艺与

营养、地理教育、市场营销、物流管理、景区开发法

与管理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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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0450 工商管理 04

经济

管理
30

工商管理、安全技术管理、报关与国际货运、财务管

理、城市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电子

商务、房地产经营与估价、工商行政管理、工商行政

管理事务、工商企业管理、公路运输与管理、国际经

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行政管理、会计、会计电

算化、会计与审计、会计与统计核算、建筑工程管理、

建筑经济管理、金融保险、金融管理与实务、金融与

证券、经济管理、酒店管理、连锁经营管理、林业经

济信息管理、路政管理、农村行政管理、农业经济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软件技术、商务管理、审计实务、

市场开发与营销、市场营销、投资与理财、文化市场

经营与管理、物流工程技术、物流管理、物业管理、

药品经营与管理、营销与策划、资产评估与管理、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农村行政管理、房地产经营与

管理、经济信息管理

二年 150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0451 物流管理 04

经济

管理
30

物流管理、财务管理、会计、经济管理、市场营销、

资产评估与管理、物流服务与管理、物流工程管理、

物流工程技术、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民航运输、高

速铁路客运乘务、空中乘务、道路运输与路政管理、

道路运输与管理、交通运营管理、工商管理、工商企

业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人力资源

管理、商务管理、金融管理、经济信息管理、铁道交

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事务、航空服务、税务

二年 150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0452

公共事业

管理
04

经济

管理
20

城市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

理、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工商企业管理、建筑工程管理、

建筑经济管理、连锁经营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路

政管理、农村行政管理、农业经济管理、物业管理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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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0453

人力资源

管理
04

经济

管理
20

人力资源管理、商务管理、工商管理、社区管理与服

务、工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市场营销、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

理事务、农村行政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二年 150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0454 财务管理 04

经济

管理
30

安全技术管理、报关与国际货运、财务管理、导游、

电子商务、房地产经营与估价、工商企业管理、公路

运输与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行政

管理、会计、会计电算化、会计与审计、会计与统计

核算、建筑经济管理、金融保险、金融管理与实务、

金融与证券、经济管理、酒店管理、连锁经营管理、

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路政管理、农业经济管理、汽车

技术服务与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商务管理、社区管

理与服务、市场营销、统计实务、投资与理财、文化

市场经营与管理、物流工程技术、物流管理、物业管

理、药品经营与管理、营销与策划、资产评估与管理、

审计实务、市场开发与营销、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经

济信息管理、审计、税务、统计与会计核算

二年 150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0455 经济学 04

经济

管理
30

安全技术管理、报关与国际货运、财务管理、电子商务、

工程造价、工商企业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

实务、会计、会计电算化、会计与审计、建筑经济管理、

金融管理与实务、金融与证券、经济管理、连锁经营管

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农业经济管理、汽车技术服务

与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统计实务、投资与

理财、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物流管理、资产评估与管

理、经济管理、经济信息管理、酒店管理、工商管理、

工商企业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房地产经营与估价、金

融保险、药品经营与管理、营销与策划、市场开发与营

销、保险、房地产经营与管理、证券与期货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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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0456

国际经济

与贸易
04

经济

管理
30

会计与审计、市场营销、金融与证券、经济管理、国

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报关与国际货运、电

子商务、房地产经营与估价、金融保险、金融管理与

实务、酒店管理、连锁经营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市场营销、投资与理财、文化市场经

营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营销与策划、资产评估

与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市场开发与营销、经济

信息管理、证券与期货

二年 150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0457

经济统计

学
04

经济

管理
30 会计与统计核算、统计实务、经济学 二年 150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0908 学前教育 09

学前

教育
70 初等教育、文秘、小学教育、学前教育、艺术教育 二年 145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1103 泰语 11 泰语 20 应用泰语 二年 145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4223 环境设计 42

艺术

设计
20

环境艺术设计、建筑动画设计与制作、建筑装饰工程

技术、风景园林设计、产品造型设计、电脑艺术设计、

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家具设计与制

造、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美术教育、美术设计与

制作、室内设计技术、室内装饰设计、室内设计、室

内艺术设计、室内艺术设计与制作、图形图像制作、

舞台影视技术、艺术设计、装潢艺术设计、装饰艺术

设计、动漫设计与制作、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美

术、视觉传达艺术设计、计算机平面设计、数字媒体

艺术设计

二年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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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4224

视觉传达

设计
42

艺术

设计
20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视觉传播

设计制作、产品造型设计、电脑艺术设计、雕塑艺术

设计、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环境艺

术设计、家具设计与制造、建筑动画设计与制作、建

筑装饰工程技术、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美术教育、

美术设计与制作、人物形象设计、室内设计技术、室

内装饰设计、室内设计、室内艺术设计、室内艺术设

计与制作、图形图像制作、舞台影视技术、艺术设计、

装潢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动漫设计与制作、计

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美术、首饰设计与工艺、影视

动画、工艺美术品设计、计算机平面设计、舞台艺术

设计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二年 200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4308 音乐学 43 音乐学 20 学前教育、音乐表演、音乐教育、艺术教育 二年 200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5108 体育教育 51 体育 50

休闲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社会体育、体育保健、体

育服务与管理、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二年 145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6121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61 计算机 30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

多媒体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计算机控制技术、

计算机系统维护、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教育、电子商

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软件技术、通信技术、移动互联

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移动通信技

术、城市轨道交通控制、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光电子技术、

广播电视技术、检测技术及应用、交通安全与智能控制、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司法信息安全、

铁道通信信号、图形图像制作、物流工程技术、应用电子

技术、智能监控技术、影视多媒体技术、网络系统管理、

导航与位置服务、网站建设与管理、数控技术应用、信息

安全与管理、信息统计与分析、智能监控技术应用、智能

交通技术应用、智能控制技术

二年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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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6122

电子信息

工程
61 计算机 30

电子商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计算机教育、计算机

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通信技术、

物联网应用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移动通信技术

二年 160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6431 园林 64 农学 30

环境监测与评价、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林业技术、

林业信息技术、园林技术、热带作物生产技术、森林

资源保护、商品花卉、生物化工工艺、生物技术及应

用、生物教育、野生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园林工程

技术、园艺技术、植物保护、资源环境与城市管理、

作物生产技术

二年 160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6709

数学与应

用数学
67 数学 70 初等教育、数学教育、小学教育 二年 160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6710 小学教育 67 数学 30 初等教育、数学教育、小学教育 二年 145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7119 城乡规划 71

土木

工程
30

城镇规划、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建筑钢结构工程技

术、建筑工程技术、建筑设计技术、市政工程技术、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城乡规划、城市管理与监察、建

筑工程管理、建筑电气工程技术、建筑工程施工、建

筑经济管理、建筑设备工程技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工程造价、安全技术管理、城市

燃气工程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地下工程与隧道

工程技术、给排水工程技术、工程测量技术、公路工

程检测技术、基础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工程测量与监理、建筑装饰材料及

检测、木材加工技术、软件技术、土建工程检测、项

目管理、建设工程管理、建设工程监理

二年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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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7120 建筑学 71

土木

工程
30

建筑工程管理、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设计技术、建筑材料工程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

术、建筑工程施工、建筑经济管理、建筑设备工程技

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工程造

价、农业水利技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城镇规划、

工程监理、政工程技术、安全技术管理、道路桥梁工

程技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技术、给排水工程技术、

工程测量技术、公路工程检测技术、基础工程技术、

煤矿开采技术、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工程测量与监理、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木材加

工技术、软件技术、土建工程检测、项目管理、城市

管理与监察

二年 16000

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7121 土木工程 71

土木

工程
30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工程造价、建筑工程管理、农业

水利技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城镇规划、工程监理、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建筑设计技术、

市政工程技术、安全技术管理、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技术、给排

水工程技术、工程测量技术、公路工程检测技术、基

础工程技术、建筑材料工程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施工、建筑经济管理、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煤矿开采技术、水利水电工程管

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工程测量与监理、建筑装饰

材料及检测、木材加工技术、软件技术、土建工程检

测、项目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地籍测绘与土地管

理、建设工程管理、建设工程监理

二年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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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
7503 园林 75 园林 50

城镇规划、环境监测与评价、经济林培育与利用、林

业技术、园林工程技术、园林技术、商品花卉、野生

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园艺技术、资源环境与城市管

理、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林业信息技术

二年 16000

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0318 酒店管理 03

旅游

管理
50

餐饮管理与服务、导游、航空服务、酒店管理、空中

乘务、连锁经营管理、旅游管理、旅游英语、烹饪工

艺与营养、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森林生态旅游、商

务英语

二年 15000

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0458

国际经济

与贸易
04

经济

管理
20 会计与审计、市场营销 二年 15000

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0459 工商管理 04

经济

管理
30

安全技术管理、安全技术管理(文史)、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技术、报关与国际货运、财务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电子商务、房地产经营与估价、工

商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事务、工商企业管理、公路运

输与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行政管理、

会计、会计(中外合作办学.中加)、会计电算化、会计与审

计、会计与统计核算、建筑工程管理、建筑经济管理、金

融保险、金融管理与实务、金融与证券、经济管理、连锁

经营管理、连锁经营管理(理工)、连锁经营管理(文史)、

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路政管理、农村行政管理、农业经济

管理、汽车定损与评估、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人力资源

管理、软件技术、商务管理、审计实务、市场开发与营销、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类(中外合作办学)、投资与理财、文

化市场经营与管理、物流工程技术、物流管理、物流管理

(文史)、物业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营销与策划、营销

与策划(理工)、营销与策划(文史)、资产评估与管理

二年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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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0460 市场营销 04

经济

管理
20

宝玉石鉴定与营销、报关与国际货运、财务管理、电

子商务、工商企业管理、公路运输与管理(文史)、国

际经济与贸易、会计、会计电算化、会计与审计、金

融与证券、经济管理、连锁经营管理(文史)、农业经

济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市场营销、投资与理

财、物流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营销与策划

二年 15000

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0461 会计学 04

经济

管理
70

安全技术管理(文史)、报关与国际货运、财务管理、

电子商务、房地产经营与估价、工商企业管理、公路

运输与管理、公路运输与管理(文史)、国际经济与贸

易、国际贸易实务、会计、会计(中外合作办学.中加)、

会计电算化、会计与审计、会计与统计核算、建筑经

济管理、金融保险、金融管理与实务、金融与证券、

经济管理、连锁经营管理、连锁经营管理(文史)、林

业经济信息管理、路政管理、农村行政管理、农业经

济管理、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商务

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审计实务、市场开发与营销、

市场营销、统计实务、投资与理财、文化市场经营与

管理、物流工程技术、物流管理、物业管理、药品经

营与管理、营销与策划、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资产

评估与管理

二年 15000

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0462

文化产业

管理
04

经济

管理
30 会计 二年 15000

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0463 物流管理 04

经济

管理
50

财务管理、会计、经济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

资产评估与管理
二年 15000

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1104 泰语 11 泰语 20 应用泰国语、应用泰国语(文史) 二年 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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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6123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61 计算机 70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电子商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多媒体设计与制作(理工)、光电

子技术、光伏材料加工与应用技术、广播电视技术、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计算机

教育、计算机控制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系

统维护、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信息类(物联网应用

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计算机应用技

术、检测技术及应用、建筑动画设计与制作、交通安

全与智能控制、交通安全与智能控制(理工)、林业经

济信息管理、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楼宇智能化工程

技术(理工)、软件技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司法信

息安全、铁道通信信号、铁道通信信号(理工)、通信

技术、图形图像制作、物联网应用技术、物流工程技

术、现代教育技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移动通信技

术、印刷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智能监控技术

二年 16000

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6207

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

化

62 电气 70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电厂设备运行与维护、电力系统

自动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理

工)、电气自动化技术(中外合作办学.中德)、发电厂及

电力系统、供用电技术、光电子技术、机电设备维修

与管理、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外合作

办学.中加)、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检测技术及应用、建

筑电气工程技术、农业水利技术、汽车电子技术、生

产过程自动化技术、水电站动力设备与管理、水利水

电工程管理、应用电子技术、电气运行与控制、电气

自动化技术、供用电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

二年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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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6208 自动化 62 电气 30 电气自动化技术(中外合作办学.中德) 二年 16000

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7011

汽车服务

工程
70 机械 90

机电 一体化技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机电一体化

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

作办学.中德)、汽车电子技术、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理工)、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理工)、汽车运用技术、汽车运

用技术(理工)、汽车制造与检修、数控技术、数控设

备应用与维护、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

二年 16000

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7122 工程管理 71

土木

工程
70

安全技术管理、城市燃气工程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

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技术、给排水工程技术、工

程测量技术、工程监理、工程监理(理工)、工程造价、

工程造价(房屋建筑方向)、工程造价(公路工程方向)、

公路工程检测技术(理工)、基础工程技术、建筑材料

工程技术(理工)、建筑电气工程技术、建筑钢结构工

程技术、建筑工程管理、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施

工、建筑经济管理、建筑设备工程技术、建筑装饰工

程技术、煤矿开采技术、农业水利技术、市政工程技

术、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水利水

电建筑工程、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二年 16000

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7123 土木工程 71

土木

工程
120

安全技术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城镇规划、道路桥

梁工程技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技术、地下工程与

隧道工程技术(理工)、给排水工程技术、工程测量技

术、工程测量与监理、工程监理、工程监理(理工)、
工程造价、工程造价(房屋建筑方向)、工程造价(公路

工程方向)、公路工程检测(理工)、"环境类(工业分析

与检验、给排水工程技术)"、基础工程技术、建材类(无

二年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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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技术、材料工程技术、建筑装饰材)、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理工)、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建

筑工程管理、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施工、建筑经

济管理、建筑设备工程技术、建筑设计技术、建筑装

饰材料及检测、建筑装饰工程技术、煤矿开采技术、

农业水利技术、市政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工程管理、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土木工程检

测技术、项目管理

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7124

给排水科

学与工程
71

土木

工程
20 城镇规划 二年 16000

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7125

水利水电

工程
71

土木

工程
70 工程造价、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二年 16000

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7302 测绘工程 73 测绘 200

测绘工程技术、测绘类(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地籍

测绘与土地管理信息技术、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制图

技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技术、工程测量、工程测

量技术、工程测量与监理、工程监理(理工)、国土资

源管理、矿山测量、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园林技术、

资源环境与城市管理

二年 16000

18
昆明理工大学

津桥学院
8508 工程造价 85

工程

造价
170

安全技术管理、城市燃气工程技术、城镇规划、道路

桥梁工程技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技、给排水工程

技术、工程测量技术、工程测量与监理、工程监理、

工程监理(理工)、工程造价、工程造价(房屋建筑方向)、
工程造价(公路工程方向)、基础工程技术、建筑工程

管理、建筑工程技术、建筑经济管理、建筑设备工程

技术、建筑设计技术、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煤矿开

采技术、木材加工技术、农业水利技术、软件技术、

市政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建筑工

程、土建工程检测、项目管理

二年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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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云南工商学院 0109 英语 01 英语 30

空中乘务、航空服务、高速铁路客运乘务、国际邮轮

乘务管理、、酒店管理、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旅

游英语、旅游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导游

二年 18000

航空服务方向，
要求：男生身高
(173-185)CM; 女
生 ： 身 高
(162-175)CM; 五
官端正、身材均
匀、身体裸露部位
无明显疤痕，无纹
身，左右眼裸眼视
力 4.5以上（E表）
详见我院官网航
空学院招生简章。

19 云南工商学院 0226
汉语言文

学
02

汉语言文

学
30

汉语、文秘、文秘速录、初等教育、小学教育、学前

教育、语文教育、历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法律文

秘、医学文秘、应用心理学、行政管理、行政执行

二年 18000

19 云南工商学院 0464 财务管理 04
经济

管理
150

财务管理、会计、会计电算化、会计与审计、报关与

国际货运、电子商务、房地产经营与估价、工商企业

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建筑经济管

理、金融保险、金融管理与实务、金融与证券、经济

管理、连锁经营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农业经济

管理、统计实务、投资与理财、资产评估与管理、审

计实务、市场开发与营销、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经济

信息管理、审计、税务、统计与会计核算

二年 18000

19 云南工商学院 0465 会计学 04
经济

管理
200

会计、会计电算化、会计与审计、报关与国际货运、

财务管理、电子商务、房地产经营与估价、工商企业

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建筑经济管

理、金融保险、金融管理与实务、金融与证券、经济

管理、连锁经营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农业经济

管理、统计实务、投资与理财、资产评估与管理、审

计实务、市场开发与营销、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经济

信息管理、审计、税务、统计与会计核算

二年 18000



― 90 ―

19 云南工商学院 0466 工商管理 04
经济

管理
100

工商管理、工商企业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工商行政

管理事务、公路运输与管理、电子商务、房地产经营

与估价、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行政管理、

建筑经济管理、金融管理与实务、经济管理、酒店管

理、连锁经营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路政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商务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市场营

销、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营销与

策划、资产评估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管理、农村行政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经济信息管理、会计、财务管理、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物流管理

二年 18000

19 云南工商学院 0467 审计学 04
经济

管理
50

会计、会计电算化、酒店管理、市场营销、工商企业

管理、会计与审计、财务管理、统计与会计核算、金

融管理、保险、经济信息管理、投资与理财、资产评

估与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商务管

理、物流管理、电子商务、农业经济管理、工商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证券与期货、税务

二年 18000

19 云南工商学院 0468 市场营销 04
经济

管理
30

市场营销、营销与策划、市场开发与营销、汽车技术

服务与营销、汽车营销、汽车营销与服务、财务管理、

电子商务、房地产经营与估价、国际经济与贸易、国

际贸易实务、行政管理、建筑经济管理、金融保险、

金融管理与实务、金融与证券、经济管理、酒店管理、

连锁经营管理、林业经

二年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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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云南工商学院 0469 电子商务 04
经济

管理
20

市场营销、营销与策划、市场开发与营销、汽车技术服

务与营销、汽车营销、汽车营销与服务、财务管理、电

子商务、房地产经营与估价、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

易实务、行政管理、建筑经济管理、金融保险、金融管

理与实务、金融与证券、经济管理、酒店管理、连锁经

营管理、林业经济信息管理、路政管理、农业经济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商务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统计实务、

投资与理财、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

资产评估与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事务、

农村行政管理、保险、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二年 18000

19 云南工商学院 0909 学前教育 09
学前

教育
150

语文教育、历史教育、英语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前

教育、小学教育、美术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语文教育、

历史教育、文秘、思想政治教育、法律文秘、学前教育、

汉语、文秘速录、新闻采编与制作、应用心理学

二年 18000

19 云南工商学院 4225
视觉传达

设计
42

艺术

设计
30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产品造型

设计、电脑艺术设计、雕塑艺术设计、多媒体设计与

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环境艺术设计、家具设计与

制造、建筑动画设计与制作、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建

筑设计、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美术教育、美术设

计与制作、人物形象设计、室内设计技术、室内装饰

设计、室内设计、室内艺术设计、室内艺术设计与制

作、图形图像制作、舞台影视技术、艺术设计、装潢

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动漫设计与制作、计算机

辅助设计与制造、美术、首饰设计与工艺、影视动画、

工艺美术品设计、计算机平面设计、舞台艺术设计与

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二年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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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云南工商学院 5109

社会体育

指导与管

理

51 体育 30
民族传统体育、社会体育、体育保健、体育服务与管

理、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二年 18000

19 云南工商学院 6124
数字媒体

技术
61 计算机 30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物联网应用

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

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现代教育

技术、软件技术、应用电子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计算机平面设计

二年 18000

19 云南工商学院 6125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61 计算机 100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计

算机多媒体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计算机控

制技术、计算机系统维护、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

教育、电子商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软件技术、通

信技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现代

教育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城市轨道交通控制、多媒

体设计与制作、光电子技术、广播电视技术、检测技

术及应用、交通安全与智能控制、楼宇智能化工程技

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司法信息安全、铁道通信信

号、图形图像制作、物流工程技术、应用电子技术、

智能监控技术、影视多媒体技术、网络系统管理、导

航与位置服务、网站建设与管理、数控技术应用、信

息安全与管理、信息统计与分析、智能监控技术应用、

智能交通技术应用、智能控制技术

二年 18000

19 云南工商学院 6126
物联网工

程
61 计算机 20

物流工程管理、网站建设与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计算机控制技术、计算机系

统维护、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教育、电子商务、

二年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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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软件技术、通信技术、移动互联

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移动通

信技术、城市轨道交通控制、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光

电子技术、广播电视技术、检测技术及应用、交通安

全与智能控制、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建筑

工程、司法信息安全、铁道通信信号、图形图像制作、

物流工程技术、智能监控技术、影视多媒体技术、网

络系统管理、导航与位置服务、数控技术应用、信息

安全与管理、信息统计与分析、智能监控技术应用、

智能交通技术应用、智能控制技术

19 云南工商学院 6209

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

化

62 电气 50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电厂设备运行与维护、电气运行

与控制、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水电站动力设备与管

理、发电厂及电力系统、机电技术应用、机电设备维

修与管理、供用电技术、光电技术应用、机电一体化

技术、铁道供电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电气工程、

电气自动化等电气类专业

二年 18000

19 云南工商学院 7012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70 机械 50

汽车应用与维修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铁道机

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机械

制造技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机械设计与制造、

机械设计与自动化、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械制造技

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等机械类专业

二年 18000

19 云南工商学院 7126 土木工程 71
土木

工程
200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工程造价、建筑工程管理、农业

水利技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城镇规划、工程监理、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建筑设计技术、

市政工程技术、安全技术管理、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技术、给排

二年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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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程技术、工程测量技术、公路工程检测技术、基

础工程技术、建筑材料工程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施工、建筑经济管理、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煤矿开采技术、水利水电工程管

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工程测量与监理、建筑装饰

材料及检测、木材加工技术、软件技术、土建工程检

测、项目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地籍测绘与土地管

理、建设工程管理、建设工程监理、建筑设计、建筑

室内设计、工程测量技术、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19 云南工商学院 7407 护理学 74 护理 80
护理、助产、老年服务与管理、医学营养、老年保健

与管理、中医养生保健、健康管理、社区康复、
二年 20000

19 云南工商学院 8509 工程造价 85
工程

造价
150

工程造价、建设工程管理、建设工程监理、水利水电

建筑工程、城镇规划、工程监理、安全技术管理、建

筑工程施工、建筑经济管理、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工程测量与监理、建筑装饰材料及

检测、土建工程检测、项目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

建筑设计、建筑室内设计、工程测量技术、地下与隧

道工程技术

二年 18000

20 昭通学院 0227 小学教育 02
汉语言文

学
30 初等教育、文秘、小学教育、语文教育 二年 3400

20 昭通学院 0228
汉语言文

学
02

汉语言文

学
100 语文教育、文秘 二年 3400

20 昭通学院 0229 秘书学 02
汉语言文

学
15 语文教育、文秘 二年 3400

20 昭通学院 0507
思想政治

教育
05 政教 50 行政管理、思想政治教育 二年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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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昭通学院 0703 地理科学 07 地理 45 地理教育 二年 4500

20 昭通学院 0804 历史学 08 历史 50 历史教育 二年 3400

20 昭通学院 0910 学前教育 09
学前

教育
40 学前教育 二年 3400

20 昭通学院 4112 工艺美术 41 美术学 15 美术教育、室内设计技术、装潢艺术设计 二年 8000

20 昭通学院 4309 音乐学 43 音乐学 15 音乐教育、音乐表演 二年 7000

20 昭通学院 5110 体育教育 51 体育 15 体育教育、社会体育 二年 3400

20 昭通学院 6127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61 计算机 100 计算机类专业、现代教育技术、广播电视技术 二年 4500

20 昭通学院 6432 生物科学 64 农学 45 生物技术及应用、生物教育、植物保护 二年 4500

20 昭通学院 6711 小学教育 67 数学 20 初等教育、小学教育 二年 3400

20 昭通学院 6712
数学与应

用数学
67 数学 50 数学教育 二年 4500

20 昭通学院 6810 应用化学 68 化学 45 工业分析与检验、化学教育、应用化工技术 二年 4500

20 昭通学院 6902 物理学 69 物理 15 物理教育 二年 4500

21 曲靖师范学院 0230 秘书学 02
汉语言文

学
60 汉语言文学、文秘类 二年 3400

21 曲靖师范学院 0470 工商管理 04
经济

管理
60 经济管理类 二年 4000

22 楚雄师范学院 0110 英语 01 英语 50 英语、英语教育、应用英语、旅游英语、商务英语 二年 3200

22 楚雄师范学院 0231
汉语言文

学
02

汉语言文

学
120 语文教育、文秘 二年 3200

22 楚雄师范学院 0232

小学教育

（文科方

向）

02
汉语言文

学
20

初等教育（文）、小学教育、小学教育（文）、小学

教育（文科）、语文教育
二年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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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楚雄师范学院 0508
思想政治

教育
05 政教 55 思想政治教育、法律事务 二年 3200

22 楚雄师范学院 0911 学前教育 09
学前

教育
50 学前教育 二年 3200

22 楚雄师范学院 4310 音乐学 43 音乐学 40 音乐教育、音乐表演、舞蹈表演 二年 7000

22 楚雄师范学院 6128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61 计算机 40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计算机平面设计、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应用、计

算机应用技术、林业信息技术与管理、软件技术、数

字媒体应用技术、网站建设与管理、物联网应用技术、

信息安全与管理、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二年 4500

22 楚雄师范学院 6129 网络工程 61 计算机 40

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

机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林业信息技术与管理、软件

技术、网站建设与管理、物联网应用技术、信息安全与

管理、移动互联应用技术、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

二年 4500

22 楚雄师范学院 6130
数字媒体

技术
61 计算机 20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计算机平面设计、数字媒体应用

技术、动漫制作技术
二年 4500

22 楚雄师范学院 6210
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
62 电气 4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供用电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二年 4200

22 楚雄师范学院 6713

小学教育

（理科方

向）

67 数学 20
初等教育（理）、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理）、小学

教育（理科）、数学教育
二年 3200

23 玉溪师范学院 0233
汉语言文

学
02

汉语言文

学
50 语文教育、文秘、小学教育（文科）、汉语 二年 3400

各专业学费标准
为现行收费标准，
如有调整以云南
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当年核定标
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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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玉溪师范学院 0471 会计学 04
经济

管理
100

会计、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财会、会计与审计、

审计、统计与会计核算、税务
二年 4000

各专业学费标准

为现行收费标准，

如有调整以云南

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当年核定标

准执行。

23 玉溪师范学院 0472 工商管理 04
经济

管理
100

工商企业管理、商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商务、

物流管理、物业管理、物流服务与管理、连锁经营管

理、休闲服务与管理

二年 4000

各专业学费标准

为现行收费标准，

如有调整以云南

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当年核定标

准执行。

23 玉溪师范学院 0473 市场营销 04
经济

管理
100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连锁经

营管理、休闲服务与管理、物流管理、物流服务与管

理、会展策划与管理

二年 4000

各专业学费标准

为现行收费标准，

如有调整以云南

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当年核定标

准执行。

23 玉溪师范学院 0912 学前教育 09
学前

教育
50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美术教育、音乐教育、艺术教

育、初等教育、文秘
二年 3400

各专业学费标准

为现行收费标准，

如有调整以云南

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当年核定标

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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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玉溪师范学院 5111 体育教育 51 体育 100

体育教育、社会体育、体育保健与康复、体育运营与

管理、休闲体育、健身指导、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训

练

二年 3400

各专业学费标准

为现行收费标准，

如有调整以云南

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当年核定标

准执行。

24 红河学院 0111 英语 01 英语 40 英语教育、应用英语、商务英语、旅游英语 二年 3400

24 红河学院 0234
汉语言文

学
02

汉语言文

学
60

语文教育、初等教育、小学教育、学前教育、汉语、

文秘、文秘速录、新闻采编与制作、行政管理、应用

心理学

二年 3400

24 红河学院 0474 财务管理 04
经济

管理
50

会计、会计电算化、会计与审计、财务管理、会计与

统计核算、工商企业管理、财务会计类、报关与国际

货运、经济管理、统计实务、投资与理财、房地产经

营与估价

二年 4000

24 红河学院 0509
思想政治

教育
05 政教 30

思想政治教育、行政管理、法律事务、司法助理、法

律事务、社区管理与服务
二年 3400

24 红河学院 0805 历史 08 历史 30 历史教育、初等教育 二年 3400

24 红河学院 0913 学前教育 09
学前

教育
90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等教育、艺术教育、美术教

育、文秘
二年 3400

24 红河学院 4113 工艺美术 41 美术学 20
广告设计与制作、美术教育、室内设计技术、装潢艺

术设计
二年 7000

24 红河学院 4226 工艺美术 42
艺术

设计
20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电脑艺术设计、动漫设计与

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旅

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美术教育、室内设计技术、艺

术设计、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装潢艺术设计、装饰

艺术设计

二年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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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红河学院 4311 音乐表演 43 音乐学 10 音乐表演、音乐教育 二年 7000

24 红河学院 4407 音乐表演 44
音乐

表演
10 音乐表演、音乐教育、戏曲表演、乐器制造技术 二年 7000

24 红河学院 4506 舞蹈表演 45 舞蹈学 10 舞蹈表演、音乐表演、音乐教育、空中乘务 二年 7000

24 红河学院 5112 体育教育 51 体育 90
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体育保健、民族传

统体育、体育服务与管理
二年 3400

24 红河学院 6433 农学 64 农学 30

茶叶生产加工技术、茶艺、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农

产品保鲜与加工、农产品质量检测、热带作物生产技

术、商品花卉、设施农业技术、生物化工工艺、生物

技术及应用、生物教育、生物制药技术、食品工艺与

检测、食品加工及管理、食品生物技术、食品营养与

检测、野生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园林技术、园艺技

术、植物保护、中草药栽培技术、种子生产与经营、

作物生产技术

二年 4500

24 红河学院 6434
食品质量

与安全
64 农学 15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绿色食品生产与经营、农产品

质量检测、生物制药技术、食品工艺与检测、食品加

工及管理、食品加工技术、食品检测及管理、食品生

物技术、食品营养与检测、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质

量与安全监管、药物制剂技术、野生植物资源开发与

利用、应用化工技术、中草药栽培技术、

二年 4500

24 红河学院 6811
食品质量

与安全
68 化学 15

工业分析与检验、化学教育、生物化工工艺、食品质

量与安全监管、应用化工技术、化学教育
二年 4500

24 红河学院 6812

冶金工程

（高职本

科）

68 化学 30 冶金技术、有色冶金技术 二年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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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文山学院 0112 英语 01 英语 30
英语教育、应用英语、商务英语、旅游英语、航空服

务、空中乘务等英语类专业
二年 3400

25 文山学院 0235
汉语言文

学
02

汉语言文

学
80

语文教育、文秘类、初等教育（文科）、汉语、新闻

采编与制作
二年 3400

25 文山学院 0236 小学教育 02
汉语言文

学
50

初等教育（文科）、初等教育（理科）、语文教育、

汉语言文学、历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文秘、小学

教育、学前教育

二年 3400

25 文山学院 0319 酒店管理 03
旅游

管理
40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导游、旅游英语、休闲服务与

管理、空中乘务、旅行社经营管理、连锁经营管理、

餐饮服务与管理、景区开发与管理、森林生态旅游、

商务管理、商务英语、烹调工艺与营养、物业管理

二年 4000

25 文山学院 0475 财务管理 04
经济

管理
80

财务会计、工商企业管理、物流管理类、会计与审计

类、经济管理类、市场营销、财务管理、金融管理、

投资与理财、保险、电子商务、证券与期货、金融、

商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营销与策划、资产评估

与管理

二年 4000

25 文山学院 0476 物流管理 04
经济

管理
40

物流管理、物流类、报关与国际货运、国际经济与贸

易、电子商务、物联网应用技术、财务管理、经济管

理、会计类、市场营销、资产评估与管理

二年 4000

25 文山学院 0510
思想政治

教育
05 政教 40

思想政治教育、法律类、社区管理与服务、公共事务

管理、行政管理、司法助理
二年 3400

25 文山学院 0806 历史学 08 历史 30 历史教育、初等教育（文科） 二年 3400

25 文山学院 0914 学前教育 09
学前

教育
100

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幼儿教育（音乐教育方向）小

学教育、艺术教育、音乐表演、美术教育
二年 3400

25 文山学院 5113 体育教育 51 体育 80
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民族传统体育、体育保健、体

育服务与管理、运动训练、体育保健、体育表演
二年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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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文山学院 6131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61 计算机 50

计算机类专业、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

数字媒体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应用电子技术、现

代教育技术、通信技术、电子商务类等

二年 4500

25 文山学院 6211

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

化

62 电气 20

电气自动化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

化、供用电技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电力系统自

动化技术、通信技术、水利水电工程管理、焊接技术

与自动化、建筑电气工程技术、光电技术应用、工业

过程自动化技术、汽车电子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铁道信号自动控制等机电类专

业

二年 4500

25 文山学院 6435
食品科学

与工程
64 农学 40

食品营养与检测、食品类专业、生物类专业、食品科

学与工程类、烹调工艺与营养、食品生物技术、食品

质量与安全、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绿色食品生产

与检验、食品检测技术、食品加工技术

二年 4500

25 文山学院 6436 生物科学 64 农学 30

生物类专业、生物教育、生物技术及应用、园艺技术

类、畜牧兽医、园林技术、林业技术、作物生产技术、

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野生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森

林资源保护、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二年 4500

25 文山学院 6437 制药工程 64 农学 80

中药制药技术、药学、药品生产技术、生物制药技术、

药品经营与管理、药物分析技术、药物制剂技术、制

药设备应用技术、保健品开发与管理

二年 4500

25 文山学院 6714
数学与应

用数学
67 数学 40 数学教育、初等教育（理工）、 二年 4500

25 文山学院 6813 化学 68 化学 50

化学教育类、药品生产技术、应用化工技术、工业分

析技术、环境工程技术、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药品

质量与安全、化工装备技术、有色冶金技术

二年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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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文山学院 7127 工程管理 71
土木

工程
20

安全技术管理、城市燃气工程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

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技术、给排水工程技术、工

程测量技术、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及建筑工程、公路

工程、建筑材料、工程施工、建筑经济类相关专业、

公路工程检测技术、基础工程技术、煤矿开采技术、

农业水利技术、市政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工程类、土

木工程检测技术

二年 4000

26 普洱学院 0113 英语 01 英语 40 英语类、应用英语、英语教育、商务英语、旅游英语 二年 3400

26 普洱学院 0114 商务英语 01 英语 40 英语类、应用英语、英语教育、商务英语、旅游英语 二年 3400

26 普洱学院 0237 小学教育 02
汉语言文

学
60

语文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教育、 文秘、初等教

育（文）
二年 3400

26 普洱学院 0238
汉语言文

学
02

汉语言文

学
100

语文教育、历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小学教育（文）、

文秘、汉语言文学类
二年 3400

26 普洱学院 0239
汉语国际

教育
02

汉语言文

学
40

语文教育、历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小学教育（文）、

文秘、汉语言文学类
二年 3400

26 普洱学院 0320 酒店管理 03
旅游

管理
40 旅游管理、餐饮管理、烹调工艺与营养、酒店管理类 二年 4000

26 普洱学院 0511 行政管理 05 政教 40 政教、法律、历史、汉语言文学类 二年 4000

26 普洱学院 0512 民族学 05 政教 20 政教、法律、历史、汉语言文学类 二年 4000

26 普洱学院 0807 历史学 08 历史 80
历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语文教育、小学教育（文）、

文秘、汉语言文学类
二年 3400

26 普洱学院 0915 学前教育 09
学前

教育
40 学前教育、初等教育（文）、幼儿教育 二年 3400

26 普洱学院 1202
烹饪与营

养教育
12 烹饪 20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餐饮管理、烹调工艺与营养类 二年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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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普洱学院 4114 美术学 41 美术学 40 美术教育、艺术设计 二年 7000

26 普洱学院 5114 体育教育 51 体育 100 体育类 二年 3400

26 普洱学院 6132

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

统

61 计算机 50
计算机类（如计算信息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现代

教育技术等）
二年 4500

26 普洱学院 6133
数字媒体

技术
61 计算机 40

计算机类（如计算信息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现代

教育技术等）
二年 4500

26 普洱学院 6438 园林 64 农学 20 农学类专业 二年 4500

26 普洱学院 6439 农学 64 农学 20 农学类专业 二年 4500

26 普洱学院 6440 茶学 64 农学 20 植物生产类、生物类专业 二年 4500

26 普洱学院 6441
食品质量

与安全
64 农学 30 食品类、化学类、生物类、园艺 二年 4500

26 普洱学院 6442 生物科学 64 农学 50
生物类专业；生物教育、生物技术及应用、园艺技术

类
二年 4500

26 普洱学院 6715 小学教育 67 数学 40 数学教育或相近专业、初等教育（理） 二年 3400

26 普洱学院 6716
数学与应

用数学
67 数学 100 数学教育、初等教育(理)或相近专业 二年 4500

26 普洱学院 6814 化学 68 化学 30 化学类 二年 4500

26 普洱学院 6903 物理学 69 物理 40 物理类（如物理教育、城市燃气工程技术等） 二年 4500

28
滇西应用技术

大学
6608 傣医学 66 医学 30

傣医学、中医学、临床医学、中西医结合等相同或相

近专业
三年 5000

28
滇西应用技术

大学
8206

康复治疗

学
82

康复

治疗学
50

针灸推拿、中医康复技术、康复治疗技术、康复技术、

护理等相同或相近专业
二年 5000

29 保山学院 0115 英语 01 英语 50 英语、英语教育、商务英语、旅游英语、应用英语 二年 3400

29 保山学院 0116 小学教育 01 英语 10 英语教育 二年 3400



― 104 ―

29 保山学院 0240
汉语言文

学
02

汉语言文

学
110

语文教育、文秘、思想政治教育、初等教育（文科）、

小学教育（文科）、历史教育
二年 3400

29 保山学院 0241 小学教育 02
汉语言文

学
30 语文教育、文秘、小学教育、初等教育 二年 3400

29 保山学院 0321 酒店管理 03
旅游

管理
30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商务管理 二年 4000

29 保山学院 0477 财务管理 04
经济

管理
60

会计、会计电算化、会计与审计、统计与会计核算、

财务管理、商务管理
二年 4000

29 保山学院 0916 学前教育 09
学前

教育
50 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小学教育 二年 3400

29 保山学院 1402 缅甸语 14 缅甸语 30 应用外语（缅甸语方向） 二年 3400

29 保山学院 4115 美术学 41 美术学 60 美术、美术教育 二年 8500

29 保山学院 4227
服装与服

饰设计
42

艺术

设计
30

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首饰设计与工艺、工艺美术品

设计
二年 9000

29 保山学院 4228 工艺美术 42
艺术

设计
40

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首饰设计与工艺、工艺美术品

设计
二年 9000

29 保山学院 4312 音乐学 43 音乐学 60 音乐教育、音乐表演 二年 8500

29 保山学院 5115 体育教育 51 体育 60
体育教育、休闲体育、社会体育、民族传统体育、体

育保健与康复、体育营运与管理
二年 3400

29 保山学院 6134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61 计算机 60

计算机教育、计算机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网络、计算机网络技术
二年 4500

29 保山学院 6212
水利水电

工程
62 电气 40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水电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工

程实施、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二年 4500

29 保山学院 6717
数学与应

用数学
67 数学 60 数学教育、初等教育（理科）、小学教育（理科） 二年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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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保山学院 6718 小学教育 67 数学 20 数学教育、初等教育、小学教育 二年 3400

30
云南大学旅游

文化学院
0322 旅游管理 03 旅游管理 40

旅游管理、餐饮管理与服务、空中乘务、连锁经营管

理、旅游英语、商务英语、烹饪工艺与营养、森林生

态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酒店服务与管理、旅行社

经营管理、休闲服务与管理、导游、酒店管理、航空

服务

二年 18500

30
云南大学旅游

文化学院
0478 财务管理 04

经济

管理
70

报关与国际货运、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

贸易实务、会计、会计电算化、会计与审计、会计与

统计核算、建筑经济管理、财务管理、行政管理、经

济管理、连锁经营管理、资产评估与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统计实务、商务管理、金融保险、金融管理与

实务、金融与证券、物流管理、市场营销、营销与策

划、资产评估与管理

二年 18500

30
云南大学旅游

文化学院
4229

视觉传达

设计
42

艺术

设计
30

室内设计技术、环境艺术设计、广告设计与制作、美

术、美术设计与制作、艺术设计、电脑艺术设计、雕

刻艺术与工具、雕刻艺术设计、美术教育、视觉传达

艺术设计、影视动画、装潢艺术设计、动漫设计与制

作、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室内装饰设计、图形图像制

作

二年 22000

30
云南大学旅游

文化学院
6135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61 计算机 30

计算机信息类（物联网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计算机教育、

计算机控制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系统维护、计算机信息管理、软件技术、计算

机多媒体技术、现代教育技术、多媒体设计与制作、

电子商务、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物联网应用技

术、物流工程技术

二年 1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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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云南大学旅游

文化学院
7408 护理学 74 护理 70 护理、老年服务与管理、助产 二年 23000

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0242

汉语言文

学
02

汉语言文

学
150

语文教育、小学教育（文科）、初等教育（文科）、

文秘、文秘速录、新闻采编与制作、历史教育、思想

政治教育、汉语

二年 3400

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0243 小学教育 02

汉语言文

学
90

语文教育、小学教育（文科）、初等教育（文科）、

文秘、文秘速录、新闻采编与制作、历史教育、思想

政治教育、汉语

二年 3400

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0244

网络与新

媒体
02

汉语言文

学
40

语文教育、新闻采编与制作、文秘、视觉传播设计与

制作、视觉传播设计制作、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二年 3400

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0479 审计学 04

经济

管理
50

会计、会计电算化、酒店管理、市场营销、工商企业

管理、会计与审计、财务管理、统计与会计核算、金

融管理、保险、经济信息管理、投资与理财、资产评

估与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商务管

理、物流管理、电子商务、农业经济管理、工商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证券与期货、税务

二年 4000

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0480 会计学 04

经济

管理
100

会计、财务管理、会计与审计、会计电算化、统计与

会计核算、电子商务、工商企业管理、国际经济与贸

易、国际贸易实务、经济信息管理、农业经济管理、

商务管理、资产评估与管理、工商管理、工商行政管

理事务、证券与期货、税务

二年 4000

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0481 国际商务 04

经济

管理
50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报关与国际货运、

商务管理、商务英语、保险、市场营销、金融管理、

资产评估与管理、行政管理、物流管理、经济信息管

理、会展策划与管理、电子商务、会计、会计电算化、

财务管理、工商企业管理、工商管理、工商行政管理

事务、税务

二年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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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0482 物流管理 04

经济

管理
50

物流管理、物流服务与管理、物流工程管理、物流工

程技术、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民航运输、高速铁路

客运乘务、空中乘务、道路运输与路政管理、道路运

输与管理、交通运营管理、工商管理、工商企业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人力资源管理、商

务管理、金融管理、财务管理、会计、经济信息管理、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事务、航空服务、

税务

二年 4000

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0513

政治学与

行政学
05 政教 80

法律事务、法律文秘、司法助理、司法信息安全、司

法警务、历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行政管理、行政

执行、文秘、文秘速录、休闲服务与管理、社区管理

与服务、社区矫正、社区康复、安全防范技术、安全

技术管理、安全技术与管理、刑事侦查技术、罪犯心

理测量与矫正技术、刑事执行、戒毒矫治技术

二年 4000

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0917 学前教育 09

学前

教育
150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文科）、小学教育（理科）、

小学教育、初等教育
二年 3400

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0918 特殊教育 09

学前

教育
40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文科）、小学教育（理科）、

小学教育、初等教育
二年 3400

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1403 缅甸语 14 缅甸语 30 应用外语（缅甸语）、应用缅甸语 二年 3400

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6136

数字媒体

技术
61 计算机 40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物联网应用

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

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现代教育

技术、软件技术、应用电子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计算机平面设计

二年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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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6137

物联网工

程
61 计算机 40

物联网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计

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数控技术、数控技

术应用、软件技术、应用电子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

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智能监控技术应用、智能交

通技术应用、智能控制技术

二年 4500

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6213

能源与动

力工程
62 电气 40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电厂设备运行与维护、电力系统

自动化技术、电气运行与控制、电气自动化技术、发

电厂及电力系统、供用电技术、光伏材料制备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机电一体化技

术、农村能源与环境技术、水电站动力设备、水电站

动力设备与管理、水电站运行与管理、水利工程、水

利水电、水利水电工程技术、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水

利水电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光电技术应用

二年 4500

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6443 茶学 64 农学 30

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茶艺与茶叶营销、园艺技术、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设施农业技术、烟草栽培与加

工、作物生产技术、生物教育、化学教育、畜牧兽医、

中草药栽培技术、种子生产与加工、园林技术、林业

技术、植物保护、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野生植物资

源保护与利用、园林工程技术、经济林培育与利用、

化工生物技术、食品检测技术、食品加工技术、农产

品加工、农业生物技术

二年 4500

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6444

食品质量

与安全
64 农学 30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生物教育、化学教育、设施农

业技术、畜牧兽医、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茶艺与茶

叶营销、食品营养与检测、食品检测技术、农产品加

工与质量检测、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验、农产品质量

检测、作物生产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加工技

二年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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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烹调工艺与营养、动物防疫与检疫、食品生物技

术、林业信息技术与管理、化工生物技术、生物技术

制药、烟草栽培与加工、药物制剂、野生植物资源保

护与利用、应用化工技术、园艺技术、植物保护、中

草药栽培技术、农产品加工

31
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
6719

数学与应

用数学
67 数学 100 数学教育、小学教育（理科）、初等教育（理科） 二年 4500

31
滇西科技师

范学院
6720 小学教育 67 数学 90 数学教育、小学教育（理科）、初等教育（理科） 二年 3400

总计 34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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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云南省 2019年普通高校专升本类别及招生院校专业计划
专业类别

代码

专业类别

名称

院校

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计划

01 英语 02 云南农业大学 0101 英语 60

01 英语 03 西南林业大学 0102 英语 90

01 英语 11 昆明学院 0103 英语(师范类） 120

01 英语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104 英语 25

01 英语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105 商务英语 20

01 英语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106 英语 50

01 英语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0107 英语 30

01 英语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0108 小学教育 20

01 英语 19 云南工商学院 0109 英语 30

01 英语 22 楚雄师范学院 0110 英语 50

01 英语 24 红河学院 0111 英语 40

01 英语 25 文山学院 0112 英语 30

01 英语 26 普洱学院 0113 英语 40

01 英语 26 普洱学院 0114 商务英语 40

01 英语 29 保山学院 0115 英语 50

01 英语 29 保山学院 0116 小学教育 10

02 汉语言文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0201 汉语国际教育 30

02 汉语言文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0202 秘书学 60

02 汉语言文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0203 秘书学（高职本科） 50

02 汉语言文学 03 西南林业大学 0204 汉语言文学 100

02 汉语言文学 03 西南林业大学 0205 汉语国际教育 30

02 汉语言文学 06 云南师范大学 0209 小学教育 16

02 汉语言文学 07 云南财经大学 0210 秘书学 50

02 汉语言文学 09 云南民族大学 0211 秘书学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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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汉语言文学 09 云南民族大学 0212 汉语言文学 180

02 汉语言文学 11 昆明学院 0213 汉语言文学（师范类） 150

02 汉语言文学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214 汉语言文学 75

02 汉语言文学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215 汉语国际教育 20

02 汉语言文学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216 新闻学 20

02 汉语言文学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217 广告学 20

02 汉语言文学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218 汉语言文学 100

02 汉语言文学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219 广告学 30

02 汉语言文学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220 学前教育 120

02 汉语言文学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0221 汉语言文学 55

02 汉语言文学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0222 汉语言文学 50

02 汉语言文学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0223 小学教育 70

02 汉语言文学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0224 秘书学 30

02 汉语言文学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0225 汉语国际教育 20

02 汉语言文学 19 云南工商学院 0226 汉语言文学 30

02 汉语言文学 20 昭通学院 0227 小学教育 30

02 汉语言文学 20 昭通学院 0228 汉语言文学 100

02 汉语言文学 20 昭通学院 0229 秘书学 15

02 汉语言文学 21 曲靖师范学院 0230 秘书学 60

02 汉语言文学 22 楚雄师范学院 0231 汉语言文学 120

02 汉语言文学 22 楚雄师范学院 0232 小学教育（文科方向） 20

02 汉语言文学 23 玉溪师范学院 0233 汉语言文学 50

02 汉语言文学 24 红河学院 0234 汉语言文学 60

02 汉语言文学 25 文山学院 0235 汉语言文学 80

02 汉语言文学 25 文山学院 0236 小学教育 50

02 汉语言文学 26 普洱学院 0237 小学教育 60

02 汉语言文学 26 普洱学院 0238 汉语言文学 100

02 汉语言文学 26 普洱学院 0239 汉语国际教育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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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汉语言文学 29 保山学院 0240 汉语言文学 110

02 汉语言文学 29 保山学院 0241 小学教育 30

02 汉语言文学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0242 汉语言文学 150

02 汉语言文学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0243 小学教育 90

02 汉语言文学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0244 网络与新媒体 40

03 旅游管理 01 昆明理工大学 0301 酒店管理 50

03 旅游管理 02 云南农业大学 0302 公共事业管理 30

03 旅游管理 02 云南农业大学 0303 酒店管理 30

03 旅游管理 02 云南农业大学 0304 酒店管理（高职本科） 50

03 旅游管理 02 云南农业大学 0305 旅游管理 60

03 旅游管理 02 云南农业大学 0306 旅游管理（高职本科） 50

03 旅游管理 03 西南林业大学 0307 旅游管理 130

03 旅游管理 06 云南师范大学 0308 旅游管理 50

03 旅游管理 07 云南财经大学 0309 旅游管理 50

03 旅游管理 07 云南财经大学 0310 酒店管理 50

03 旅游管理 09 云南民族大学 0311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60

03 旅游管理 09 云南民族大学 0312 会展经济与管理 100

03 旅游管理 11 昆明学院 0313 旅游管理 50

03 旅游管理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314 旅游管理 80

03 旅游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315 旅游管理 20

03 旅游管理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0316 文化产业管理 20

03 旅游管理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0317 旅游管理 30

03 旅游管理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0318 酒店管理 50

03 旅游管理 25 文山学院 0319 酒店管理 40

03 旅游管理 26 普洱学院 0320 酒店管理 40

03 旅游管理 29 保山学院 0321 酒店管理 30

03 旅游管理 30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0322 旅游管理 40

04 经济管理 01 昆明理工大学 0401 会计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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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经济管理 02 云南农业大学 0402 经济学 180

04 经济管理 02 云南农业大学 0403 电子商务（高职本科） 50

04 经济管理 02 云南农业大学 0404 农林经济管理（高职本科） 60

04 经济管理 03 西南林业大学 0405 会计学 300

04 经济管理 03 西南林业大学 0406 财务管理 190

04 经济管理 03 西南林业大学 0407 经济学 50

04 经济管理 03 西南林业大学 0408 工商管理 150

04 经济管理 03 西南林业大学 0409 电子商务 80

04 经济管理 07 云南财经大学 0410 工商管理 200

04 经济管理 07 云南财经大学 0411 会计学 200

04 经济管理 07 云南财经大学 0412 财务管理 200

04 经济管理 07 云南财经大学 0413 工程管理 100

04 经济管理 07 云南财经大学 0414 电子商务 50

04 经济管理 07 云南财经大学 0415 市场营销 50

04 经济管理 09 云南民族大学 0416 财务管理 40

04 经济管理 09 云南民族大学 0417 市场营销教育 120

04 经济管理 09 云南民族大学 0418 财务会计教育 200

04 经济管理 09 云南民族大学 0419 工商管理 120

04 经济管理 11 昆明学院 0420 工商管理 30

04 经济管理 11 昆明学院 0421 财务管理 119

04 经济管理 11 昆明学院 0422 物流管理 30

04 经济管理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0423 市场营销 60

04 经济管理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0424 会计学 350

04 经济管理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0425 财务管理 200

04 经济管理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0426 审计学 60

04 经济管理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0427 电子商务 60

04 经济管理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428 经济学 40

04 经济管理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429 金融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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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经济管理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430 国际经济与贸易 40

04 经济管理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431 会计学 650

04 经济管理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432 财务管理 350

04 经济管理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433 工商管理 100

04 经济管理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434 市场营销 40

04 经济管理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435 人力资源管理 60

04 经济管理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436 行政管理 40

04 经济管理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437 物流管理 40

04 经济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438 会计学 250

04 经济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439 财务管理 100

04 经济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440 经济学 50

04 经济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441 经济与金融 50

04 经济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442 工商管理 70

04 经济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443 电子商务 50

04 经济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444 国际经济与贸易 50

04 经济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445 市场营销 50

04 经济管理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446 旅游管理 10

04 经济管理 15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0447 劳动与社会保障 30

04 经济管理 15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0448 公共事业管理 30

04 经济管理 15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0449 财务管理 30

04 经济管理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0450 工商管理 30

04 经济管理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0451 物流管理 30

04 经济管理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0452 公共事业管理 20

04 经济管理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0453 人力资源管理 20

04 经济管理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0454 财务管理 30

04 经济管理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0455 经济学 30

04 经济管理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0456 国际经济与贸易 30

04 经济管理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0457 经济统计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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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经济管理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0458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

04 经济管理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0459 工商管理 30

04 经济管理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0460 市场营销 20

04 经济管理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0461 会计学 70

04 经济管理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0462 文化产业管理 30

04 经济管理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0463 物流管理 50

04 经济管理 19 云南工商学院 0464 财务管理 150

04 经济管理 19 云南工商学院 0465 会计学 200

04 经济管理 19 云南工商学院 0466 工商管理 100

04 经济管理 19 云南工商学院 0467 审计学 50

04 经济管理 19 云南工商学院 0468 市场营销 30

04 经济管理 19 云南工商学院 0469 电子商务 20

04 经济管理 21 曲靖师范学院 0470 工商管理 60

04 经济管理 23 玉溪师范学院 0471 会计学 100

04 经济管理 23 玉溪师范学院 0472 工商管理 100

04 经济管理 23 玉溪师范学院 0473 市场营销 100

04 经济管理 24 红河学院 0474 财务管理 50

04 经济管理 25 文山学院 0475 财务管理 80

04 经济管理 25 文山学院 0476 物流管理 40

04 经济管理 29 保山学院 0477 财务管理 60

04 经济管理 30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0478 财务管理 70

04 经济管理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0479 审计学 50

04 经济管理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0480 会计学 100

04 经济管理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0481 国际商务 50

04 经济管理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0482 物流管理 50

05 政教 03 西南林业大学 0501 法学 60

05 政教 03 西南林业大学 0502 公共事业管理 30

05 政教 11 昆明学院 0503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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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政教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504 法学 90

05 政教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505 汉语言文学 30

05 政教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506 法学 60

05 政教 20 昭通学院 0507 思想政治教育 50

05 政教 22 楚雄师范学院 0508 思想政治教育 55

05 政教 24 红河学院 0509 思想政治教育 30

05 政教 25 文山学院 0510 思想政治教育 40

05 政教 26 普洱学院 0511 行政管理 40

05 政教 26 普洱学院 0512 民族学 20

05 政教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0513 政治学与行政学 80

06 中医 05 云南中医学院 0601 中医学 60

06 中医 05 云南中医学院 0602 中药学 60

07 地理 02 云南农业大学 0701 土地资源管理 30

07 地理 03 西南林业大学 0702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30

07 地理 20 昭通学院 0703 地理科学 45

08 历史 11 昆明学院 0801 历史学（师范类） 30

08 历史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802 汉语言文学 20

08 历史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0803 汉语言文学 10

08 历史 20 昭通学院 0804 历史学 50

08 历史 24 红河学院 0805 历史 30

08 历史 25 文山学院 0806 历史学 30

08 历史 26 普洱学院 0807 历史学 80

09 学前教育 11 昆明学院 0901 学前教育(师范类） 300

09 学前教育 11 昆明学院 0902 特殊教育(师范类） 20

09 学前教育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0903 学前教育 250

09 学前教育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0904 小学教育 200

09 学前教育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0905 汉语言文学 150

09 学前教育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0906 学前教育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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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学前教育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0907 汉语言文学 25

09 学前教育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0908 学前教育 70

09 学前教育 19 云南工商学院 0909 学前教育 150

09 学前教育 20 昭通学院 0910 学前教育 40

09 学前教育 22 楚雄师范学院 0911 学前教育 50

09 学前教育 23 玉溪师范学院 0912 学前教育 50

09 学前教育 24 红河学院 0913 学前教育 90

09 学前教育 25 文山学院 0914 学前教育 100

09 学前教育 26 普洱学院 0915 学前教育 40

09 学前教育 29 保山学院 0916 学前教育 50

09 学前教育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0917 学前教育 150

09 学前教育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0918 特殊教育 40

10 针灸推拿 05 云南中医学院 1001 针灸推拿学 60

11 泰语 03 西南林业大学 1101 泰语 70

11 泰语 09 云南民族大学 1102 泰语 20

11 泰语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1103 泰语 20

11 泰语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1104 泰语 20

12 烹饪 11 昆明学院 1201 烹饪与营养教育 110

12 烹饪 26 普洱学院 1202 烹饪与营养教育 20

13 导游经济 11 昆明学院 1301 财务管理 61

13 导游经济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1302 旅游管理 20

13 导游经济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1303 经济学 30

13 导游经济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1304 经济与金融 30

13 导游经济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1305 工商管理 30

13 导游经济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1306 旅游管理 20

14 缅甸语 09 云南民族大学 1401 缅甸语 20

14 缅甸语 29 保山学院 1402 缅甸语 30

14 缅甸语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1403 缅甸语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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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越南语 02 云南农业大学 1501 越南语 30

15 越南语 09 云南民族大学 1502 越南语 20

16 老挝语 09 云南民族大学 1601 老挝语 20

17 职教师资（文） 06 云南师范大学 1701 教育学 14

18 旅游管理（缅甸

语方向
09 云南民族大学 1801 旅游管理（缅甸语方向） 45

19 旅游管理（泰语

方向）
09 云南民族大学 1901 旅游管理（泰语方向） 47

41 美术学 06 云南师范大学 4101 艺术教育 10

41 美术学 08 云南艺术学院 4102 美术学 100

41 美术学 11 昆明学院 4103 美术学（师范类） 35

41 美术学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4104 动画 20

41 美术学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4105 环境设计 15

41 美术学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4106 视觉传达设计 10

41 美术学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4107 美术学 10

41 美术学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108 美术学 20

41 美术学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109 绘画 15

41 美术学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110 视觉传达设计 15

41 美术学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111 环境设计 15

41 美术学 20 昭通学院 4112 工艺美术 15

41 美术学 24 红河学院 4113 工艺美术 20

41 美术学 26 普洱学院 4114 美术学 40

41 美术学 29 保山学院 4115 美术学 60

42 艺术设计 03 西南林业大学 4201 环境设计 70

42 艺术设计 03 西南林业大学 4202 视觉传达设计 70

42 艺术设计 03 西南林业大学 4203 产品设计 60

42 艺术设计 06 云南师范大学 4204 环境设计 30

42 艺术设计 06 云南师范大学 4205 视觉传达设计 30

42 艺术设计 08 云南艺术学院 4206 视觉传达设计 110

42 艺术设计 09 云南民族大学 4207 动画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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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艺术设计 09 云南民族大学 4208 工艺美术 40

42 艺术设计 11 昆明学院 4209 环境设计 35

42 艺术设计 11 昆明学院 4210 产品设计 35

42 艺术设计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4211 环境设计 30

42 艺术设计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4212 视觉传达设计 20

42 艺术设计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4213 产品设计 15

42 艺术设计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421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5

42 艺术设计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4215 环境设计 25

42 艺术设计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4216 视觉传达设计 30

42 艺术设计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4217 美术学 10

42 艺术设计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218 美术学 20

42 艺术设计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219 绘画 15

42 艺术设计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220 视觉传达设计 15

42 艺术设计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221 环境设计 15

42 艺术设计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222 产品设计 15

42 艺术设计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4223 环境设计 20

42 艺术设计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4224 视觉传达设计 20

42 艺术设计 19 云南工商学院 4225 视觉传达设计 30

42 艺术设计 24 红河学院 4226 工艺美术 20

42 艺术设计 29 保山学院 4227 服装与服饰设计 30

42 艺术设计 29 保山学院 4228 工艺美术 40

42 艺术设计 30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4229 视觉传达设计 30

43 音乐学 03 西南林业大学 4301 音乐学 40

43 音乐学 06 云南师范大学 4302 艺术教育 10

43 音乐学 08 云南艺术学院 4303 音乐学 40

43 音乐学 11 昆明学院 4304 音乐学（师范类） 50

43 音乐学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4305 音乐学 25

43 音乐学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306 音乐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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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音乐学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307 录音艺术 15

43 音乐学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4308 音乐学 20

43 音乐学 20 昭通学院 4309 音乐学 15

43 音乐学 22 楚雄师范学院 4310 音乐学 40

43 音乐学 24 红河学院 4311 音乐表演 10

43 音乐学 29 保山学院 4312 音乐学 60

44 音乐表演 06 云南师范大学 4401 音乐表演 30

44 音乐表演 08 云南艺术学院 4402 音乐表演 40

44 音乐表演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4403 音乐表演 50

44 音乐表演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4404 音乐学 15

44 音乐表演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405 音乐学 20

44 音乐表演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406 录音艺术 15

44 音乐表演 24 红河学院 4407 音乐表演 10

45 舞蹈学 06 云南师范大学 4501 舞蹈学 20

45 舞蹈学 06 云南师范大学 4502 艺术教育 10

45 舞蹈学 11 昆明学院 4503 舞蹈学 30

45 舞蹈学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4504 舞蹈学 20

45 舞蹈学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505 舞蹈学 20

45 舞蹈学 24 红河学院 4506 舞蹈表演 10

46 艺术教育 08 云南艺术学院 4601 艺术教育 50

46 艺术教育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4602 音乐学 10

46 艺术教育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4603 舞蹈学 10

46 艺术教育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4604 美术学 10

46 艺术教育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605 美术学 10

46 艺术教育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606 音乐学 15

46 艺术教育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607 舞蹈学 15

46 艺术教育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608 录音艺术 10

47 广播电视编导 06 云南师范大学 4701 广播电视编导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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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广播电视编导 11 昆明学院 4702 广播电视学 50

47 广播电视编导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4703 广播电视学 105

47 广播电视编导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704 录音艺术 20

47 广播电视编导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705 广播电视编导 30

47 广播电视编导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706 广播电视学 25

47 广播电视编导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707 影视摄影与制作 10

47 广播电视编导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708 播音与主持艺术 10

47 广播电视编导 16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4709 表演（戏剧影视表演） 10

49 旅游管理（校企

合作）
06 云南师范大学 4901 旅游管理（校企合作） 50

51 体育 02 云南农业大学 5101 体育教育 60

51 体育 03 西南林业大学 5102 体育教育 80

51 体育 09 云南民族大学 5103 体育教育 30

51 体育 11 昆明学院 5104 体育教育(师范类） 120

51 体育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5105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50

51 体育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5106 休闲体育 20

51 体育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5107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30

51 体育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5108 体育教育 50

51 体育 19 云南工商学院 5109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30

51 体育 20 昭通学院 5110 体育教育 15

51 体育 23 玉溪师范学院 5111 体育教育 100

51 体育 24 红河学院 5112 体育教育 90

51 体育 25 文山学院 5113 体育教育 80

51 体育 26 普洱学院 5114 体育教育 100

51 体育 29 保山学院 5115 体育教育 60

61 计算机 02 云南农业大学 61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0

61 计算机 02 云南农业大学 6103 网络工程（高职本科） 60

61 计算机 03 西南林业大学 6104 地理信息科学 30

61 计算机 03 西南林业大学 610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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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计算机 03 西南林业大学 6106 信息工程 30

61 计算机 06 云南师范大学 610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0

61 计算机 07 云南财经大学 610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0

61 计算机 09 云南民族大学 610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0

61 计算机 09 云南民族大学 6110 软件工程 120

61 计算机 09 云南民族大学 613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00

61 计算机 11 昆明学院 61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0

61 计算机 11 昆明学院 6112 通信工程 50

61 计算机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6113 物联网工程 40

61 计算机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61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0

61 计算机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6115 软件工程 25

61 计算机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6116 网络工程 25

61 计算机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6117 物联网工程 25

61 计算机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61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0

61 计算机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6119 物联网工程 30

61 计算机 15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612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0

61 计算机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612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0

61 计算机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6122 电子信息工程 30

61 计算机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612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0

61 计算机 19 云南工商学院 6124 数字媒体技术 30

61 计算机 19 云南工商学院 612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0

61 计算机 19 云南工商学院 6126 物联网工程 20

61 计算机 20 昭通学院 612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0

61 计算机 22 楚雄师范学院 612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0

61 计算机 22 楚雄师范学院 6129 网络工程 40

61 计算机 22 楚雄师范学院 6130 数字媒体技术 20

61 计算机 25 文山学院 613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0

61 计算机 26 普洱学院 613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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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计算机 26 普洱学院 6133 数字媒体技术 40

61 计算机 29 保山学院 613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0

61 计算机 30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613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0

61 计算机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6136 数字媒体技术 40

61 计算机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6137 物联网工程 40

62 电气 02 云南农业大学 62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90

62 电气 03 西南林业大学 6202 电子信息工程 90

62 电气 03 西南林业大学 6203 通信工程 40

62 电气 11 昆明学院 62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0

62 电气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620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0

62 电气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6206 电子信息工程 80

62 电气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620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70

62 电气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6208 自动化 30

62 电气 19 云南工商学院 620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0

62 电气 22 楚雄师范学院 621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5

62 电气 25 文山学院 621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

62 电气 29 保山学院 6212 水利水电工程 40

62 电气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6213 能源与动力工程 4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1 农学 9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2 农学（高职本科） 5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3 生物技术 6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4 中草药栽培与鉴定 6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5 中草药栽培与鉴定（高职本

科）
5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6 动植物检疫（植物检疫方向） 3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7 风景园林 3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8 风景园林（高职本科） 5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09 园林 3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0 园林（高职本科）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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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1 园艺 6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2 园艺（高职本科） 5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3 农业资源与环境 6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4 森林保护 3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5 森林保护（高职本科） 4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6 食品质量与安全 17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7 食品科学与工程（高职本科） 5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8 烟草 3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19 茶学 60

64 农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420 茶学（高职本科） 40

64 农学 03 西南林业大学 6421 生物技术 30

64 农学 03 西南林业大学 6422 林学 150

64 农学 03 西南林业大学 6423 农学 30

64 农学 03 西南林业大学 6424 森林保护 30

64 农学 03 西南林业大学 6425 园艺 50

64 农学 03 西南林业大学 6426 食品科学与工程 40

64 农学 11 昆明学院 6427 园艺 50

64 农学 11 昆明学院 6428 植物保护 50

64 农学 11 昆明学院 6429 生物科学(师范类） 50

64 农学 11 昆明学院 6430 生物技术 80

64 农学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6431 园林 30

64 农学 20 昭通学院 6432 生物科学 45

64 农学 24 红河学院 6433 农学 30

64 农学 24 红河学院 6434 食品质量与安全 15

64 农学 25 文山学院 6435 食品科学与工程 40

64 农学 25 文山学院 6436 生物科学 30

64 农学 25 文山学院 6437 制药工程 80

64 农学 26 普洱学院 6438 园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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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农学 26 普洱学院 6439 农学 20

64 农学 26 普洱学院 6440 茶学 20

64 农学 26 普洱学院 6441 食品质量与安全 30

64 农学 26 普洱学院 6442 生物科学 50

64 农学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6443 茶学 30

64 农学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6444 食品质量与安全 30

65 动物 02 云南农业大学 6501 动物科学 60

65 动物 02 云南农业大学 6502 动物医学 60

65 动物 03 西南林业大学 6503 动物科学 40

65 动物 03 西南林业大学 6504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40

65 动物 11 昆明学院 6505 动物医学 100

65 动物 11 昆明学院 6506 生物技术 10

66 医学 04 昆明医科大学 6601 卫生检验与检疫 10

66 医学 04 昆明医科大学 6602 市场营销 20

66 医学 05 云南中医学院 6603 市场营销 65

66 医学 11 昆明学院 6604 生物技术 10

66 医学 15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6605 眼视光学 30

66 医学 15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6606 运动康复 30

66 医学 15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6607 应用心理学 30

66 医学 28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6608 傣医学 30

67 数学 03 西南林业大学 6701 信息与计算科学 30

67 数学 06 云南师范大学 6705 小学教育 16

67 数学 11 昆明学院 6706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类） 120

67 数学 11 昆明学院 6707 应用统计学 15

67 数学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6708 数学与应用数学 50

67 数学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6709 数学与应用数学 70

67 数学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6710 小学教育 30

67 数学 20 昭通学院 6711 小学教育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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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数学 20 昭通学院 6712 数学与应用数学 50

67 数学 22 楚雄师范学院 6713 小学教育（理科方向） 20

67 数学 25 文山学院 6714 数学与应用数学 40

67 数学 26 普洱学院 6715 小学教育 40

67 数学 26 普洱学院 6716 数学与应用数学 100

67 数学 29 保山学院 6717 数学与应用数学 60

67 数学 29 保山学院 6718 小学教育 20

67 数学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6719 数学与应用数学 100

67 数学 3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6720 小学教育 90

68 化学 02 云南农业大学 6801 应用化学 30

68 化学 03 西南林业大学 6802 环境工程 50

68 化学 03 西南林业大学 6803 应用化学 90

68 化学 03 西南林业大学 6804 化学工程与工艺 30

68 化学 03 西南林业大学 6805 林产化工 30

68 化学 03 西南林业大学 6806 材料科学与工程 30

68 化学 03 西南林业大学 6807 木材科学与工程 30

68 化学 11 昆明学院 6808 化学（师范类） 50

68 化学 11 昆明学院 6809 安全工程 20

68 化学 20 昭通学院 6810 应用化学 45

68 化学 24 红河学院 6811 食品质量与安全 15

68 化学 24 红河学院 6812 冶金工程（高职本科） 30

68 化学 25 文山学院 6813 化学 50

68 化学 26 普洱学院 6814 化学 30

69 物理 11 昆明学院 6901 物理学(师范类） 50

69 物理 20 昭通学院 6902 物理学 15

69 物理 26 普洱学院 6903 物理学 40

70 机械 01 昆明理工大学 7001 机械工程 60

70 机械 02 云南农业大学 7002 车辆工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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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机械 02 云南农业大学 70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0

70 机械 02 云南农业大学 7004 能源与动力工程 30

70 机械 03 西南林业大学 7005 车辆工程 80

70 机械 03 西南林业大学 7006 汽车服务工程 70

70 机械 03 西南林业大学 7007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30

70 机械 03 西南林业大学 700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70

70 机械 03 西南林业大学 7009 工业设计 30

70 机械 11 昆明学院 701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0

70 机械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7011 汽车服务工程 90

70 机械 19 云南工商学院 701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0

71 土木工程 01 昆明理工大学 7101 工程管理 80

71 土木工程 02 云南农业大学 7102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30

71 土木工程 02 云南农业大学 7103 工程管理 30

71 土木工程 02 云南农业大学 7104 土木工程 60

71 土木工程 02 云南农业大学 7105 土木工程（房屋建筑方向）（高

职本科）
60

71 土木工程 03 西南林业大学 7106 城乡规划 30

71 土木工程 03 西南林业大学 7107 森林工程 40

71 土木工程 03 西南林业大学 7108 土木工程 180

71 土木工程 03 西南林业大学 7109 测绘工程 110

71 土木工程 11 昆明学院 7110 土木工程 50

71 土木工程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7111 土木工程 120

71 土木工程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7112 建筑学 40

71 土木工程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7113 工程管理 60

71 土木工程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7114 土木工程 180

71 土木工程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7115 建筑学（学制三年） 40

71 土木工程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7116 城乡规划（学制三年） 40

71 土木工程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7117 工程管理 40

71 土木工程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7118 城乡规划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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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土木工程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7119 城乡规划 30

71 土木工程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7120 建筑学 30

71 土木工程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7121 土木工程 30

71 土木工程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7122 工程管理 70

71 土木工程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7123 土木工程 120

71 土木工程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7124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20

71 土木工程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7125 水利水电工程 70

71 土木工程 19 云南工商学院 7126 土木工程 200

71 土木工程 25 文山学院 7127 工程管理 20

72 地质 01 昆明理工大学 7201 资源勘查工程 60

72 地质 01 昆明理工大学 7202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30

72 地质 01 昆明理工大学 7203 勘查技术与工程 40

72 地质 03 西南林业大学 7204 地理科学 60

73 测绘 01 昆明理工大学 7301 测绘工程 70

73 测绘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7302 测绘工程 200

74 护理 04 昆明医科大学 7401 护理学 280

74 护理 05 云南中医学院 7402 护理学 120

74 护理 11 昆明学院 7403 特殊教育(师范类） 10

74 护理 11 昆明学院 7404 护理学 210

74 护理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7405 护理学 650

74 护理 15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7406 护理学 460

74 护理 19 云南工商学院 7407 护理学 80

74 护理 30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7408 护理学 70

75 园林 03 西南林业大学 7501 园林 180

75 园林 11 昆明学院 7502 园林 100

75 园林 17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7503 园林 50

76 职教师资（理） 06 云南师范大学 7601 教育学 36

77 临床医学 04 昆明医科大学 7701 临床医学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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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临床医学 15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7702 临床医学 200

78 口腔医学 15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7801 口腔医学 100

79 口腔医学技术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7901 口腔医学技术 80

80 医学检验技术 04 昆明医科大学 8001 医学检验技术 30

80 医学检验技术 11 昆明学院 8002 医学检验技术 15

80 医学检验技术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8003 医学检验技术 150

80 医学检验技术 15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8004 医学检验技术 150

81 医学影像技术 04 昆明医科大学 8101 医学影像技术 30

81 医学影像技术 15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8102 医学影像技术 150

82 康复治疗学 04 昆明医科大学 8201 康复治疗学 60

82 康复治疗学 05 云南中医学院 8202 康复治疗学 60

82 康复治疗学 11 昆明学院 8203 特殊教育(师范类） 20

82 康复治疗学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8204 康复治疗学 80

82 康复治疗学 15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8205 康复治疗学 150

82 康复治疗学 28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8206 康复治疗学 50

83 药学 04 昆明医科大学 8301 药学 30

83 药学 04 昆明医科大学 8302 药物制剂 10

83 药学 05 云南中医学院 8303 药学 125

83 药学 11 昆明学院 8304 药学 15

83 药学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8305 药学 150

83 药学 15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8306 药学 150

84 水利 02 云南农业大学 8401 水利水电工程 120

84 水利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8402 水利水电工程 100

85 工程造价 02 云南农业大学 8501 工程造价 60

85 工程造价 02 云南农业大学 8502 工程造价（高职本科） 50

85 工程造价 11 昆明学院 8503 工程造价 100

85 工程造价 12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8504 工程造价 250

85 工程造价 13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8505 工程造价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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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工程造价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8506 工程造价 250

85 工程造价 15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8507 工程造价 30

85 工程造价 18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8508 工程造价 170

85 工程造价 19 云南工商学院 8509 工程造价 150

总计 34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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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云南省 2019年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专升本入学考试资格审核表

毕

业

生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照片
籍贯 民族 政治面貌

曾任

职务

身体

状况
班级

专业

家庭

住址

联系

电话

英语过级情况 计算机过级情况

是否申请免试
免试的类别及证

书名称

受过何种奖励

参加过何种辅修、

培训，有何特长

班

级

鉴

定

班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系

部

审

核

意

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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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表打印或复印使用（一张纸正反面） 2、贴照片，附身份证复印件 3、
与报名信息确认表一并装入学生档案。

主

要

学

业

成

绩

课程名称 成绩 课程名称 成绩

教务处（签章）

班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招生

就业

部门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

审核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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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云南省 2019年普通高职（专科）学历退役士兵考生专升本资格审查表

考

生

基

本

信

息

报名确认点

照片

考生考号

姓 名 性别 民族

联系电话

考生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 毕业专业 毕业证书编号

入伍时间 年 月 退役时间 年 月

退役证编号 家庭住址

退役安置地 州（市） 县（市、区） 乡（镇）

服役期间是否受到过处分

英语过级情况 计算机过级情况

受过何种奖励、

有何特长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的内容真实、准确，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如有弄虚作假或填写错误，产生

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考生签名：

年 月 日

州（市）招生机构审核意见：

审核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审核意见：

审核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由考生本人填写，要求书写工整、字迹清晰，内容准确无误，有涂改痕迹
的无效。2、报名确认点须验考生身份证、退伍证、毕业证原件，上传扫描件，收复印件附
本表后，在考生照片右下角盖章，造册，报当地州、市招生考试机构；州、市招生考试机构
审核后，签字、盖章、造册、汇总，上报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审核、签字、盖章。
3、考生考号由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填写。4、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由省教育厅职
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留存，一份交由招生录取院校装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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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云南省 2019年普通高校专升本统一考试时间表

大类
4月 13日（星期六） 4月 14日（星期日）

9:00—11:00 14:30—16:30 9:00—11:00

文类

艺术类

体育类

大学语文

文学概论

综合英语

现代汉语

旅游学概论

基础会计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中医综合

地理学概论

历史（中国通史、世界通

史）

学前儿童心理与教育

针灸推拿学综合

公共英语

理类

高等数学

高等代数

公共化学（无机

及分析化学）

数据结构

电路

植物学

动物学

医学综合

数学分析

专业化学（无机及有机化

学）

物理

机械设计基础

结构力学

地质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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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云南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类别及考试科目设置

专业类别

名称

专业

类别

代码

公共课 1 公共课 2 专业课

专业统考及院校

专业考试

专业统考院校 备注

英语 01 大学语文 综合英语 英语听力口语 云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02 文学概论 公共英语 现代汉语

旅游管理 03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旅游学概论

经济管理 04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基础会计

政教 05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理

中医 06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中医综合

地理 07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地理学概论

历史 08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历史（中国通史、

世界通史）

学前教育 09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学前儿童心理与

教育

针灸推拿 10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针灸推拿学综合

泰语 11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基础泰语 云南民族大学

烹饪 12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烹饪实践 昆明学院

导游经济 13 大学语文 基础会计 泰语 昆明学院

缅甸语 14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基础缅甸语 云南民族大学

越南语 15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基础越南语 云南民族大学

老挝语 16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基础老挝语 云南民族大学

职教师资

（文科）
17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现代教育技术笔试考核 云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缅甸语

方向）
18 大学语文 旅游学概论 基础缅甸语 云南民族大学

旅游管理（泰语方

向）
19 大学语文 旅游学概论 基础泰语 云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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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 41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素描、色彩 云南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42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设计基础、专业设计

音乐学 43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歌曲演唱或钢琴演奏、听

音能力测试
云南艺术学院

音乐表演 44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歌曲演唱或钢琴演奏、听

音记谱
云南艺术学院

舞蹈学 45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舞蹈素质测试、舞蹈自选

片、断舞蹈即兴模仿
云南艺术学院

艺术教育 46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专业主修、基本素质测试 云南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47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广播电视编导综合考试、

命题创作-短片剪辑
云南师范大学

舞蹈学（空乘与礼

仪）
48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面试考核、体检 （停）

旅游管理（校企合

作）
49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面试考核、体检 云南师范大学

体育 51 大学语文 公共英语 基本素质测试、专项 云南师范大学

计算机 61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数据结构

电气 62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电路

农学 64
公共化学（无机及

分析化学）
公共英语 植物学

动物 65 公共化学（无机及

分析化学）
公共英语 动物学

医学 66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医学综合

数学 67 高等代数 公共英语 数学分析

化学 68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专业化学（无机

及有机化学）

物理 69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物理

机械 70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机械设计基础

土木工程 71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结构力学

地质 72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地质学概论

测绘 73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测绘专业考试 昆明理工大学

护理 74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护理专业考试 昆明学院

园林 75
公共化学（无机及

分析化学）
公共英语 园林专业考试 西南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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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师资

（理科）
76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现代教育技术笔试考核 云南师范大学

临床医学 77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医学综合

口腔医学 78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医学综合

口腔医学技术 79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医学综合

医学检验技术 80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医学综合

医学影像技术 81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医学综合

康复治疗学 82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医学综合

药学 83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医学综合

水利 84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水利专业考试 云南农业大学

工程造价 85 高等数学 公共英语 工程造价专业考试 昆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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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专业统考院校及要求

一、云南师范大学呈贡主校区（昆明市呈贡区聚贤街768号）

除有效身份证件、准考证、黑色中性笔外，考生考试必

备品：

1.广播电视编导：耳机。

2.旅游管理（校企合作）：考生自备才艺展示环节所需

乐器、服装、伴奏（请将伴奏以 U 盘形式存储）。

3.公费师范生：考生自备特长展示环节所需乐器、服装、

伴奏（请将伴奏以 U 盘形式存储）。

4.其他考试用品根据考试项目自备。

（一）体育（51） 专业考试

1.田径:

（1）（男子：200 米、400米、1500 米、110米栏（少

年甲组栏高、栏距）、跳远、三级跳远、跳高、撑杆跳高、

标枪、铅球、铁饼）

（2）（女子：200米、400米、1500 米、100米栏（标

准栏高、栏距）、跳高、跳远、标枪、铅球、铁饼）

2.游泳: （男、女）（100 米自游泳、100 米仰泳、100

米蛙泳、100 米蝶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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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操（男、女）

4.武术（男、女）刀术、剑术、枪术、棍术

5.篮球（男、女）

6.排球（男、女）

7.足球（只限男子）

1 至 7 只能选一个大项且注意男女项目，1、2、4 大项

选定后，也只能选一个小项。

（二）英语（01）专业统考：（1.听力 2.口语）

1.听力：100分

2.口语：50 分

（三）旅游管理（校企合作）（49）专业考试

根据考生形体五官（200 分）、举止风度（100 分）、

动作反应（100 分）、普通话表达能力（100 分）、才艺展

示（100 分）的整体表现作出评分，总分为 600 分。

（四）广播电视编导（47）专业统考：（1、广播电视

编导综合考试、2、命题创作—短片剪辑）

1. 电视编导综合考试，满分 100 分。

2. 创作—短片剪辑（EDIUS 剪辑实作），满分 100分。

总分 200 分。

（五）职教师资

笔试科目：现代教育技术，满分 150 分。

（六）公费师范生

1. 考核形式：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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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分值：100 分。

3.考核内容：面试旨在对考生将来从事小学教师职业所

需的基本条件、基本素质和潜能进行现场考核，包括形体仪

表（25分）、语言表达能力（35 分）、特长展示（25 分）、

文化常识（侧重对家乡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考察，15分）四

个方面。

4.考核时间：每个考生 3 分钟以内，其中语言表达能力、

特长展示、文化常识各 1 分钟以内。

5.特长展示环节需要伴奏带的请自备 U 盘。

二、云南艺术学院呈贡校区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

艺术类：身份证明；铅笔、碳笔、钢笔或圆珠笔，水粉

或水彩，画架等画具；考生个人演奏的乐器（钢琴除外）；

舞衣、舞鞋；舞蹈表演时的音乐配乐自带（将配乐刻录成可

在 CD 机上正常播放的光盘）。

（一）美术学（41）专业统考： （素描、色彩）

总分 200 分，考试科目：

1.素描──3 小时，限用铅笔、炭笔表现（满分 100 分）。

2.色彩──3 小时，限用水粉或水彩表现（满分 100 分）。

（二）艺术设计（42）专业统考：（设计基础、专业设

计）

总分 200 分， 考试科目：

1.设计基础──3 小时， 表现手法不限（满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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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设计──3 小时， 表现手法不限（满分 100分）。

（三）音乐学（43）专业统考：（歌曲演唱或钢琴演奏

1、听音能力测试）

总分 200 分，考试科目：

1.歌曲演唱或钢琴演奏 ──自选曲目一首，要求演唱（含

民族、美声、通俗唱法）或演奏完整（满分 100 分）。

2.听音能力测试 ──笔试，内容为音高、音程、和弦、

节奏、调试、旋律等基础知识测试（满分 100 分）。

（四）音乐表演（44）专业统考：（歌曲演唱或钢琴演

奏 2、听音记谱）

总分 200 分，考试科目：

1.歌曲演唱或器乐演奏 ──自选曲目一首，要求演唱（含

民族、美声、通俗唱法）或演奏完整（满分 100 分）。

2.听音记谱 ──笔试，内容为音高、音程、和弦、节奏、

调试、旋律等（满分 100 分）。

（五）舞蹈学（45）专业统考：（舞蹈素质测试、舞蹈

自选片断、舞蹈即兴模仿）

总分 300 分，考试科目：

1.舞蹈素质测试──基本素质（满分 100分）。

2.舞蹈自选片段──限 2 分钟以内（满分 100分）。

3.舞蹈即兴模仿（满分 100分）。

（六）艺术教育（46）专业统考：（专业主修 、基本

素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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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200 分，考试科目：

1.专业主修 ── 展示时间 5 分钟以内。在以下内容中任

意选择一种：  舞蹈自选片段、 歌曲演唱或器乐演奏、

③自选散文、小说片段或诗歌一篇进行朗诵（满分 100分）。

2.基本素质测试── 自备 200 字以内自我介绍（满分 100

分）。

三、昆明学院

（一）烹饪（12）烹饪实践专业考试

烹饪类专业技能考试采取专业笔试、面试和技能考试的

考试方式进行。烹饪类专业技能考试三项考试的分数分别是

专业笔试 100 分、面试 100分和专业技能考试 100分，共 300

分。理论课考试科目为：烹饪原料学，技能考试为一个自选

菜品制作。

（二）导游经济（15）泰语考试（1、笔试 、2、口语、

3、听力）

成绩构成（满分：300 分）

1. 口语：100 分

2. 听力（100 分）+ 笔试（100分），共 200分

（三）护理专业专业课考试

1. 云南省护理类专升本技能考试采用专业笔试和专业

技能考核；专业笔试为 150 分，专业技能考核为 150 分，两

项总分合计 300分。

2. 专业笔试内容包括：基础护理学、内科护理学、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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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和儿科护理学课程的综合内容，分值

为 150 分。

3. 专业技能考核必考项目为静脉输液，分值为 50 分；

专业选考包括：①无菌技术；②铺麻醉床；③单人徒手心肺

复苏；④生命体征测量 (血压、体温、脉搏和呼吸频率测量)，

以上四项中抽考两项，每项分值均为 50分。

（四）工程造价专业考试

1.考核方式为卷面考试，分为专业技能基础与专业技能

综合两部分，共 150 分，其中专业技能基础 80分（单项、

多项选择题），专业技能综合 70分（综合计算题），本次

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和开卷考试，考核时长为 210分钟，分

上、下半场，中间休息时间 20 分钟。上半场《专业技能基

础》考核为闭卷考试，时间为 90分钟；下半场《专业技能

综合》考核为开卷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2．考生须持本人《身份证》、《准考证》，上半场、

下半场考试均提前 10 分钟入场。

3. 考生进入考场必须带好规定的文具用品（即 2B 铅笔、

黑色水性笔、橡皮擦、非程序型或非存储功能计算器、绘图

工具）。上半场闭卷考试时，只允许携带规定的文具用品，

其他物品不得带入考场。下半场开卷考试时，还允许携带以

下参考书籍：

① 现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② 现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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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现行《云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定额》等

云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④ 现行《混凝土结构施工图 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

则和构造详图》（16G101-1、16G101-2、16G101-3）。

不得携带除上述参考资料以外的任何资料进入考场。

4. 请考生注意以下细节：答题卡中的姓名、准考证号必

须用黑色水性笔填写；选择题必须用 2B 铅笔规范填涂答题

卡；答题卡不得折叠；开卷考试中所有答题不得超过边框限

定区域，必须用黑色水性笔答题。

四、云南民族大学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身份证》、《准考证》；黑

色碳素笔或钢笔、2B铅笔、橡皮。

（一）缅甸语专业课考试（1、笔试 、2、口语、3、听

力）

成绩构成（满分：150 分）

1. 口语：50 分 占总分值的 33%

2. 听力：20 分 占总分值的 13%

3. 笔试：80 分 占总分值的 54%

（二）泰语专业课考试（1、笔试 、2、口语、3、听力）

成绩构成（满分：150 分）

1. 口语：50 分 占总分值的 33%

2. 听力：20 分 占总分值的 13%

3. 笔试：80 分 占总分值的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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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南语专业课考试（1、笔试 、2、口语、3、听

力）

成绩构成（满分：150 分）

1. 口语：50 分 占总分值的 33%

2. 听力：20 分 占总分值的 13%

3. 笔试：80 分 占总分值的 54%

（四）老挝语专业课考试（1、笔试 、2、口语、3、听

力）

成绩构成（满分：150 分）

1. 口语：50 分 占总分值的 33%

2. 听力：20 分 占总分值的 13%

3. 笔试：80 分 占总分值的 54%

五、西南林业大学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

身份证明、丁字尺、三角尺、曲线板、A3 纸、碳素笔、

绘图笔、彩色笔、圆规等绘图工具。

园林综合基础考试科目包含两大部分，一部分为园林设

计基本技能，另一部分为园林树木基础理论。满分 150 分，

考试时长 3 小时。

第一部分：园林设计（70 分）

（1）总平面图（含植物配置图），分值占 40%；

（2）重点节点的效果图，分值占 30%；

（3）必要的剖面图等分析图，分值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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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撰写不少于 200字的设计说明，分值占 10%。

第二部分 园林树木基础（80 分）

模块一 绪论 约占 10%

模块二 园林树木的分类 约占 10%

模块三 园林树木的作用 约占 20%

模块四 园林树木的配置 约占 20%

模块五 各论 约占 40%

六、昆明理工大学（测绘类专业考试）（昆明理工大学

新迎校区）

（一）必备考试用具及相关规定

1、《身份证》、《准考证》、近期免冠照片一张（证

件照）。

2、黑色碳素笔或钢笔、硬度 2H 及以上铅笔、橡皮、三

角尺、圆规、计算器（不带编程功能）等绘图工具。

3、测绘工程专业专升本专业考试科目，满分 150 分，

考试时间 120 分钟。

（二）考试内容

绪论 约占 5％

水准测量与水准仪 约占 5％

角度测量与经纬仪 约占 5％

距离测量与全站仪 约占 5％

测量误差基本知识 约占 15％

控制测量 约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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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测量（含绘图及地形图找错） 约占 25％

地形图应用 约占 5％

建筑工程测量 约占 5％

道路桥梁隧道工程测量 约占 5％

测绘新技术及相关课程知识 约占 10％

合计 100%

七、云南农业大学（水利类专业考试）

（一）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身份证》、《准考证》；

黑色碳素笔或钢笔、铅笔、橡皮、直尺或三角板、计算器（不

带编程功能）。

（二）水利类专业考试采用闭卷、笔答的方式进行，满

分 150分，考试时间 120分钟。

（三）考试内容

（1）水静力学；

（2）液体运动的流速理论；

（3）流动阻力与水头损失；

（4）有压管道流动；

（5）明渠流动；

（6）堰流及闸孔出流；

（7）水流衔接与消能；

（8）渗流；

（四）考试题型及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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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约占 10%

判断题约占 10%

填空题约占 10%

分析题约占 10%

计算题约占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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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云南省 2019年专升本报名网上缴费须知

身份证号不能重复注册；身份证号注册了就不能更改；缴费成功后

毕业院校不能更改；毕业院校（报名点）资格审核后考生所填报信息考

生用户不能更改，只能查询。

1、登录系统首页，考生点击【注册报名】按钮，进入信息采集页面。

2、填写基本信息，点击【确认并保存】按钮。（注：缴费后毕业院校信

息不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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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信息展示页面中【网上支付】按钮，交报名费。

4、进入支付信息展示页面，报名费 130元，点击【去支付】按钮，微信扫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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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付信息页面根据实际情况点击按钮，查询支付状态。

5、支付信息页面中支付状态显示已支付则表示支付已成功，报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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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击【返回】按钮，返回报名信息展示页面，如需更改信息，点击【修改信

息】按钮，如无误后及时退出系统。



― 153 ―

附件 2

关于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免试招收职业院校

技能拔尖毕业生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学〔2013〕3 号）精神，按照

《云南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决定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16 号）提出的“推

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求，根据《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高

等学校免试招收职业院校技能拔尖毕业生工作的通知》（云

教高〔2015〕109号），2019 年将继续开展普通本科高等学

校免试招收职业院校技能拔尖毕业生工作（以下简称：免试

专升本）。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免试入学资格

(一)符合我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报名条件，且通

过当年专升本考试报名及资格审核。

(二)优秀获奖学生免试：获国家级（教育部等国家相关

部门及国家行业部门组织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

上、省级（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独立举办或联合举办的）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二等奖及以上的个人单项奖，以及获得国家

级“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及以上、省级“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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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及以上的项目主要负责

人（获奖项目成员排名为第一人）的高职应届毕业生，可免

试就读普通本科高校相关专业。

(三)优秀南亚东南亚语学生免试：获得云南省高等学校

南亚东南亚语种(泰语、缅甸语、越南语)专业八级应用能力

考试合格（及以上）证书或者专业四级优秀证书的高职高专

应届毕业生，可免试就读对应的南亚东南亚语种本科专业。

以上三条，第(一)条为必备前提条件，第(二)、(三)条为

资格条件，资格条件具备其中一条即可。

二、免试招生院校和专业

具有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招生资格及相关本科专业招

生的省内本科院校，均可开展免试专升本招生工作。

符合优秀获奖学生免试条件学生，原则上首选与本人所

学专业及获奖所属专业类别一致的省内本科院校所公布的

专升本专业，若高职毕业生获奖所属专业类别和公布专升本

招生专业无法对应的，可申请省内专升本本科院校的相近专

业，毕业院校、招生院校负责做好接受免试申请等相关工作。

考生本人专科所学专业是否可申请对应的省内专升本本科

院校的相同或相近专业，由专升本招生院校审定。无对应相

同或相近专业可报考的，由毕业院校做好学生的解释说明工

作。符合优秀南亚东南亚语学生免试资格的学生，只能报考

省内专升本本科院校对应的小语种专升本专业。如报考其他

专业，则撤销免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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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

2018 年 12 月底前具备免试条件的学生，请于 2019 年 1

月 8 日至 11 日到所在（毕业）学校，按专升本报名要求，

完成高校免试招收技能拔尖毕业生报名工作。

四、免试申请

具备免试就读本科院校资格并完成报名程序的高职院

校应届毕业生，请向所在（毕业）院校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云南省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专升本入学考试资

格审核表》（见附件 1.4）一式 1 份；

（二）毕业证书（在校学生提供学籍证明）；

（三）大赛获奖证书或小语种等级考试证书（或由学校

教务处加盖公章的等级考试成绩证明单）。

五、资格审核、综合测试

高职毕业生的申请材料由高职院校完成审查并签字盖

章后，报送相关本科院校，本科高校参照《通知》要求，完

成报名资格初审后，将考生报名材料和《云南省 2019 年普

通高等学校免试招收职业院校技能拔尖毕业生资格审查汇

总表（高职毕业生适用）》一并报送至省教育厅职成教处、

高教处。其中优秀获奖学生免试资格由职成教处负责审核，

优秀南亚东南亚语学生免试资格由高教处负责审核。

拟接收免试考生的院校需根据考生申请人数及学校的

招生、教学实际，提前做好考生综合测试组织准备工作。

省教育厅完成考生资格审核工作后，将资格审核结果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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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至相关招生高校，招生高校根据学校实际，组织考生参加

综合测试。

六、公示及录取

（一）招生高校根据相关招生文件要求，在组织开展综

合测试的基础上，于 3 月 21 日前确定合格名单，学校要在

本校校园网按照相关要求公示合格名单及信息，公示时间不

少于一周，公示结束后，将合格名单报送至省教育厅职成教

处、高教处，经审核无误后于 2019 年 3 月底前在教育厅网

上公示合格名单及信息，公示时间不少于一周，公示结束后，

于 2019 年 4 月 15日前将审核后的拟录取名单及招生计划报

省招生考试院办理录取手续。学校在办理录取手续前，不得

提前发放录取通知书。

七、免试工作时间安排及流程。

具备免试条件的学生报名及资格审核流程

时间 内容

2019年 1月 8日前
考生完成《云南省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专升本入学考试资格

审核表》的填表、审核、签字、盖章。

2019年 1月 8日—

11日

1. 学生网上报名，在是否免试栏选择免试。

2. 学生提供大赛获奖证书或小语种等级考试证书（或由学校

教务处加盖公章的成绩单）原件及上报纸质免试申请材料，

毕业院校审材料、证书（或由学校教务处加盖公章的成绩单）

扫描成电子图片网上上传，完成免试资格审核。

3. 招生院校完成网上免试资格审核、专业志愿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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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23 日

—28日

省教育厅职成教处、高教处完成网上免试资格审核、专业志

愿审核。

2019年 1 月底前 学生纸质免试申请材料上报招生院校审核。

2019年 2 月底前
招生院校纸质免试申请材料上报，职成教处、高教处完成免

试审核。

2019 年 3 月 21 日

前

招生院校完成综合测试，确定合格名单，在本校校园网按照

相关要求公示合格名单及信息，公示时间不少于一周，公示

结束后，将合格名单报送至省教育厅职成教处、高教处。

2019年 3 月底前
职成教处、高教处完成合格名单审核，在教育厅网上公示合

格名单及信息，公示时间不少于一周。

2019 年 4 月 15 日

前

将审核后的拟录取名单及招生计划报省招生考试院办理录

取手续。

高等学校免试招收技能拔尖人才工作要坚持实施阳光

工程，严格资格审查，确保录取结果公平公正。各有关院校、

各地要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按要求扎扎实实做好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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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免试招收职业院校技能拔尖毕业生资格审查汇总表(高职毕业生适用)

招生学校名称（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序

号

考生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考

生

类

别

准考证号 电话 毕业学校

技能大赛

获奖情况

（举办级

别、名称、

奖项）

南亚南亚

东南亚语

种应用能

力考试证

书情况

申请院校

名称

申请

专业一

申请

专业二

申请

专业三

考生毕业

学校、工

作单位审

核及推荐

意见

招生的

本科院

校审查

意见

省教育

厅审核

意见


	（一）美术学（41）专业统考： （素描、色彩）
	总分200分，考试科目：
	1.素描──3小时，限用铅笔、炭笔表现（满分100分）。
	（二）艺术设计（42）专业统考：（设计基础、专业设计）
	总分200分， 考试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