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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制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     ● 云南省应用型本科转型示范院校　　

● 云南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 云南省就业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办学特色

办学愿景

树职教典范　立百年名校

专家治校　人才强校　强技育才
质量立校　德爱为本　文化育人

办学定位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特色鲜明
产学研用结合的应用型本科院校

人才培养定位
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理论功底扎实，

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校    训：厚德尚行
校    风：以爱育人　实践致知
教    风：言传身教　博学善诱                     
学    风：乐学好思　明理强技

办学理念



25 年风雨历练，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建成了设施完备、环境优美的现代化校园；组建了结构
合理、治学严谨的教师队伍；形成了积极向上、开拓创新的校园文化氛围 ; 成为云南省应用型
本科转型试点院校，是同类院校中唯一的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2014 年，学院通过了教育部高
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组的考察评议，升格为本科院校。近年来，学院办学水平、教育教学质
量不断提高，就业优势日益彰显。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是一个充满理想、激情和关爱的大家庭。我们以平凡的爱关怀师生，努
力创造条件使他们实现自身价值，成就幸福人生，这是经管院的“育人之梦”。我们将全心全
意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努力成为中国应用型大学的引领者，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教育和文化建设服务。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我们将以更加开放、务实、创新
的精神与经管学子共创美好幸福的未来！

云南翰文教育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董事长　杨红卫女士

每一位同学获得“双证书”，即学生毕业时获得高等学历文凭的同时，还获得与就读专业

相关联的多种职业资格证和从业资格证。加上有效的就业准备和积极的创业教育，为每

位同学搭建成功就业的直通车。真正实现了“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 

学校的学生社团活动是我们的特色之一，学校鼓励每一个学生都参加到各种社团活

动中，如果你有特殊的才能和兴趣爱好，也可以组织自己的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张扬自己的个性，锻炼自己的能力。 

我们的后勤保卫工作制度严格，服务热情周到。你到校后就会感受到如家的温馨和

愉悦。 

各位家长，从您的孩子走进学校起，他们就不仅是你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

是我们全校教职工的孩子。一切以学生为根本，帮助他们做人做事，培养他们成人成才，

是您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心愿。 

我们知道，尽管我们很努力，但在管理与服务方面仍有不足。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你

们的支持和配合，你们可以通过学校网站与我院联系，我们会认真倾听您的意见和建议。 

 

院长信箱：zyg@ynjgy.com  董事长信箱：jgyyhw@yahoo.com.cn 

 

我们真诚，所以赢得了社会的信任；我们努力，所以学校发展成绩斐然；我们具有

责任感，所以学生能够全面成长；我们具有平凡的爱心，所以能够使学生有健全的人格；

教育的神圣使命让我们携手前行，共创美好的未来！  

2012 年金秋，让我们相会在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董 事 长：                       院长： 

                                         

二〇一二年八月 

杨红卫，女，汉族，丽江永胜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教育管理硕士，副研究员。现任云南翰文教育投资集团董事长、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董事长、云南经济管理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全球中小企

业创业协会（ICSB）副会长、云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云

南省高等教育学会高职高专教育分会副理事长、云南中华职教

社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云南省委委员、云南省电子商务类

行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云南省民营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职

务。曾获全国第二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杰出校长奖”、“云南

省首届教育功勋奖”、中国民办教育“优秀个人奖”、“全国

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之星”、第三届“云南青年创业省长奖”、

云南省“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称号。

杨红卫董事长以一颗平凡的心从事伟大的教育事业，对教

育充满爱心、信心和责任心，真心实意干教育，真金白银办教育；

以“三只眼办教育”：一只眼盯市场需求和变化，一只眼紧盯

内部建设管理，一只眼紧盯国家政策形势。作为云南经济管理

学院的“掌门人”，她知行合一，形成了对高等职业教育和应

用型大学建设的独特理论和实践经验；并将自己服务社会、热

心公益、热爱学习、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和理念贯穿到云南经济

管理学院的发展和管理中，为她所带领的团队贴上了“学习型”、

“团结奋斗”的鲜明标签，树立了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厚德尚行”、

“以爱育人”的办学理念和品牌形象，云南经济管理学院也因

此成为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

董事长简介

董事长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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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颁发

学历文凭资格的全日制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学校创

建于 1992 年，2004 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置为

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职业院校；2011 年，学校被确

定为云南省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2014 年经教

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院校；2017 年，成为云南省

首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的示范高校。

学校现有海源和安宁两个校区，共占地 1305.18

亩。学校两校区分别建有独立的图书馆、体育馆、标

准田径运动场、实训大楼，两校区建筑面积共计 57.7

万余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7861.94 万元，图书

馆藏书 159.49 万册，固定资产总值 14.73 亿元，教学、

科研、生活等基础设施齐全。近年来，毕业生年终就

业率均保持在 97% 以上，连续 7 年获“云南省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一等奖”。

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23700 余人，设有财经

商贸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工程学院、康复与护理学院、

创新创业学院、博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二级学

院，开设本科专业 20 个，专科专业 62 个，以管理学、

工学学科为主，医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学、经济

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学校有教职工 1347 人，专任

教师 1186 人，其中，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的教师 359 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 508 人，

并引进企业行业精英承担实践课程教学任务，聘请 

10 余名来自欧、美、韩、泰、越南等国家的外籍教师。

学校以学生职业发展为导向，加强通识教育，强

化职业理念、职业技能训练，全面实施“知识、能力、

素质”三维一体的人才培养工作模式，培养符合市场

需要的专业人才。全校共设置了 14 个实验实训中心，

下设分室 154 个，另外，还设置了创业教育中心、大

学生网商创业园、科技创新中心等公共实践教学平台，

满足人才培养校内实践教学的要求。

学校形成了“政产学研用”的教育生态链，建有

院士工作站 1 个，省级实验教学中心 4 个，省级教学

名师工作室 3 个。设有云南生态农业研究所、天然药

物研究所、科技创新中心、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发展研究院、

大学生创业园、小微企业创业园、人力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学校与武汉工商学

院、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南通理工学院建立校校合作

关系，合作共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师资培养基地、

管理干部培训基地，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近年来，学校教师共完成省厅级课题 85 项，获

得专利授权 46 项 , 出版教材、著作 30 多部，发表学

术论文 1990 多篇，荣获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 1 项，

立项地方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7 

项，省级质量工程项目 70 项。覆盖了应用型本科转

型试点单位、云南省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重点

专业、创业试点学院、创新实践基地、虚拟仿真实训

中心、专业实践基地、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能力项目、

精品课程、精品教材、教学团队、名师工作室等。学

校配套相应建设经费，注重过程监督，以点带面，带

动人才培养内涵建设工作。生态农业研究所研发的国

家 863 项目作物基因表型诱导调控表达技术（GPIT）

广泛应用在农业生产领域、环境保护领域。

在发展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进程中，学校立足云

南，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

建设；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具有

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理论功底扎实，实践能力强

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努力将学校建设成为云南省有

影响力，全国有知名度的民办本科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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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前排右三)一行到我校考察 原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左一）一行到我校考察

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左六）、云南省副省长高峰（左五）等领导到我校调研

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郑毅（中）到我校调研指导工作 云南省招考院院长高翔（右一）到我校巡视考务

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华山（中）到我校调研指导工作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周荣（左二）参观我校大学生创业园

领导关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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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环境和谐自然，春有花、

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宏伟

大气的校园建筑与繁荣茂盛的树

木交相辉映，干净清澈的流水与

郁郁葱葱的花草相得益彰，片片

绿叶显示了生命的律动，朵朵鲜

花展示着青春的色彩，人文与自

然和谐交融。

校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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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校 园                                     四 季

树职教典范   立百年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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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治校　人才强校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曹勇安教授为
学校师生举办讲座

中国著名职业教育专家姜大源教
授为学校师生举办学术讲座

德国职教专家托马斯·胡革为
学校师生举办《教育教学法》
讲座

著名贵金属冶金专家陈景院士为
学校师生举办形式政策报告会

原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教授为
学校师生举办学术讲座

常熟理工学院院长朱士中教授为
学校师生举办讲座

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为学校
师生举办学术讲座

马来西亚现代艺术教育之父，前
亚洲太平洋地区教育协会轮值主
席钟正山为学校师生举办“中国
绘画的美学价值”讲座

学校以学生职业发展为导向，强化职业技能训练，发展符合市场需求的职业教育，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专

业人才。在海源、安宁两校区分别建有实验实训大楼，共有实验实训室 154 个，省级实验教学中心 4 个。2009 

年组建了云南经济管理职业教育集团，联合行业、企业全面推进校企合作，共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152 家，教

学医院 3 个，非直属附属医院 1 个（五华区人民医院），为学生实践教学提供了重要保障。

金鉴明院士工作站、云南翰文大学生网商创业园、云南大学生互联网 + 跨境电商创业实训基地等平台的建立，

有效推进了学校产学融合、产教融合、科研发展、学生创业就业，大大提升了学校人才培养能力。

金鉴明院士工作站落户学校 云南美丽乡村设计研究院揭牌仪式

强技育才  质量立校

学 校 立 足 云 南， 大

力推进应用型本科试点高

校建设，引进省内外相关

学术领域、行业专家组成

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

员会、专业委员会、教学

督导组，引进企业、行业

的精英承担实践课程教学

任务来保障和提高学院的

教育教学质量。学校建有

院士工作站 1 个，省级教

学名师工作室 3 个，有专

任 教 师 1186 人。 其 中，

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的教师 359 人，具有

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 508

人，双师素质教师比例达

45.8%。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电子商务促进专业委
员会、老A电商集团与我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办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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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爱为本　文化育人 

以文化育人为着力点，凝炼了“厚德尚行”的校训，创作了校歌，

编印出版了校史；以建设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为中心，突出民族

性、职业性、国际化的特点，打造一系列校园品牌文化项目，如经管

大讲坛、相聚经管文艺汇演、职业技能大赛、创业大赛、水火箭比赛、

微电影大赛、民族文化“321”工程等。坚持“育人为本、创新为魂、

服务为基”的理念，引导学生组建大学生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

活动。成立了学生发展中心，设置 12 个学分的课外能力学分模块，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目标，既教

学生做事，又教学生做人。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教学医院（昆明市第
二人民医院）挂牌

云南大学生互联网+跨境电商创业实训基地揭牌
（欧佩薇·汉久全球购O2O体验馆落成典礼）

树职教典范   立百年名校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非直属附属医院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医院）授牌仪式

科技创新中心——太阳能车安装飞机模型制作

体育文化节千人民族舞 迎新晚会

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志愿者

著名歌手费翔在我校举办歌友会 著名影视明星张丰毅携安宁市篮球联队进校园

《高雅艺术进校园》云南电视台主持人与我校
学生诗朗诵《经管梦、职教梦、中国梦》

学校教师刘星参加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幸福
账单》栏目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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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招生专业设置  国家计划内统招普通大专  填报志愿代码：5331

2017 年招生专业设置  国家计划内统招普通本科  填报志愿代码：5331

招生专业 

院系
专业
代码

专业 学制
2016 年录取分数线

文史类 理工类 艺术类
最高分 最低分 最高分 最低分 最高分 最低分

财经商贸学院

120204 财务管理 四年 501 457 445 412

120202 市场营销 四年 498 457 453 414

120207 审计学 四年 503 457 446 412

120203K 会计学 四年 新增

120801 电子商务 四年 新增

工程学院

120105 工程造价 四年 495 457 444 412

120103 工程管理 四年 505 458 439 412

120405 城市管理 四年

082801 建筑学 四年 500 458 450 412

081001 土木工程 四年 506 457 445 412

080905 物联网工程 四年 486 458 445 412

081101 水利水电工程 四年 新增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四年 新增

人文艺术学院
040106 学前教育 四年 496 457 457 412

040107 小学教育 四年 新增

康复与护理
学院

101101 护理学 四年 506 457 471 412

100701 药学 四年 497 457 445 412

101006 口腔医学技术 四年 新增

101001 医学检验技术 四年 新增

101005 康复治疗学 四年 新增

院
系

专业
代码

专业
学
制

2016 年录取分数线
文史类 理工类 艺术类 体育类

最高分 最低分 最高分 最低分 最高分 最低分 最高分 最低分

财
经
商
贸
学
院

630203 证券与期货 三年 477 300 379 349

630103 资产评估与管理 三年 436 416 385 365

630206 投资与理财 三年 448 302 421 300

630301 财务管理 三年 484 285 423 302

630302 会计 三年 478 300 439 300

630505 经济信息管理 三年 430 300 399 300

6305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三年 445 328 409 386

630701 市场营销 三年 443 324 408 300

630801 电子商务 三年 464 300 407 300

630802 移动商务 三年 新增

630604 连锁经营管理 三年 423 367 365 365

630903 物流管理 三年 447 300 394 300

600405 空中乘务 三年 444 300 416 300

640101 旅游管理 三年 450 359 395 339

640105 酒店管理 三年 438 300 393 325

600401 民航运输 三年 432 405 419 372

学
院

人
文
艺
术

670301 文秘 三年 459 300 378 300

660202 播音与主持 三年 350 300

660201 新闻采编与制作 三年 454 300 395 370 — — —

YUNNAN  COLLEGE  OF  BUSINE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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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系

专业
代码

专业
学
制

2016 年录取分数线
文史类 理工类 艺术类 体育类

最高分 最低分 最高分 最低分 最高分 最低分 最高分 最低分

人
文
艺
术
学
院

680503 法律事务 三年 458 302 401 350

650117 玉器设计与工艺 三年 新增

670102K 学前教育 三年 484 300 444 300

65010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三年 460 304 385 300

540104 建筑室内设计 三年 449 318 413 300

650109 室内艺术设计 三年 490 300 394 300

650101 艺术设计 三年 347 300

650103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三年 404 300

670203 应用英语 三年 446 317 393 300

670214 应用泰语 三年 436 406 401 387

580410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三年 446 422 394 394

650118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三年 432 300 300 300

670401 运动训练 三年 390 300

670408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三年 398 300

康
复
与
护
理
学
院

590301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三年 441 301 379 365

620201 护理 三年 488 300 414 300

620301 药学 三年 449 300 416 300

620401 医学检验技术 三年 464 300 420 300

620501 康复治疗技术 三年 466 300 396 300

620405 口腔医学技术 三年 477 306 424 301

620802 医学营养 三年 446 406 391 364

620404 医学美容技术 三年 489 398 404 346

690301 老年服务与管理 三年 390 375 385 329

工
程
学
院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三年 450 301 394 302

540501 建设工程管理 三年 428 300 399 300

540502 工程造价 三年 454 300 406 300

540503 建筑经济管理 三年 新增

5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三年 444 302 401 306

650111 环境艺术设计 三年 404 303 377 327

530102 供用电技术 三年 421 319 374 303

6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三年 新增

540702 房地产检测与估价 三年 384 384

550204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三年 454 300 400 300

550203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 三年 447 300 425 300

530103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三年 414 300 405 300

5607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三年 423 300 395 320

600209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三年 453 343 395 320

630702 汽车营销与服务 三年 353 300 396 300

5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三年 431 427 370 334

6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三年 453 306 441 300

610301 通信技术 三年 415 415 387 366

590105 食品检测技术 三年 新增

创新创业
学院

630607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三年 新增

注 ： 招 生 专 业 、 计 划 及 学 费 以 省 招 生 考 试 院 统 一 向 社 会 公 布 的 为 准 ， 所 有 专 业 都 不 面 向 省 外 招 三 校 生 。 空 中 乘
务 专 业 要 求 男 生 1 . 7 2 米 、 女 生 1 . 6 2 米 以 上 。

树职教典范   立百年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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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保障

2010 年 -2016 年，学校连续 7 年荣获“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一等奖”，获“云南省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创新奖” 、“征兵工作先进单位”、“校园招聘会优秀组织奖”、“毕业生就业创业

质量报告优秀奖”。2015 年 11 月被云南省教育厅评为“云南省就业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年份 初次就业率 年终就业率
2010 年 90.4% 97.7%
2011 年 81.5% 96.3%
2012 年 90.4% 96.7%
2013 年 87.6% 96.5%
2014 年 85.3% 97.3%
2015 年 86.5% 97.6%
2016 年 92.7% 98.18%

2010 年—2016 年就业率

雷庭栋�建筑工程管理专业�就职
于第十四冶金建设集团

庄永强�财务管理专业�就职于昆
明市公安局轨道分局

罗晓�金融证券专业�就职于中国
南方电网

杨春燕�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专业�就职
于楚雄市水务局

顾婷��护理专业�就职于昆明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

就
业
服
务
与
保
障

实施就业创业工作校长“一把手工程”，“校、
院、班”三级联动强化服务

贯通“实习 + 就业”，优质实习就业基地保障
实践能力提高和就业输送渠道

毕业后三年持续跟踪服务，不间断提供政策咨
询和岗位信息

引进北森生涯就业指导课程及认证教练，全程
化指导学生的角色转化、生涯决策和职业定位，
提升求职竞争力

搭建“一站式”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准确掌握
毕业生求职意愿和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信息，实
现人岗精准对接

开展个性化辅导，组织专场招聘活动，申领求职补贴
和创业扶持资金成功率高，实施精准帮扶

每年组织就业招聘会 50 余场，毕业生人数与就业岗
位信息达到 1:10 配比

YUNNAN  COLLEGE  OF  BUSINESS  MANAGEMENT

邹敬��学前教育专业�就职于昆明
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

陶怡君��航空服务专业��就职于
昆明长水机场

杨华�经济管理专业，就职于红
河州元阳县公安局俄扎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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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积极响应教育部建设应用型本科

院校的战略发展，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产教深

度融合、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

出建设国内一流创业型大学的发展目标。

学校在云南省率先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将学生创新

创业意识、创新创业思维、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作为

人才培养目标，纳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搭建了创新创

业教学、实践两大平台，成立了大学生网商创业园、安

宁市小微企业创业园等。学校众创空间先后获得国家科

技部、云南省科技厅、昆明市科技局、安宁市工信局 4

级众创空间授牌。学校获得云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学院”项目立项。创业园荣获云南

省小企业创业示范园、云南省省级校园创业平台、昆明

市青年创业示范园等称号。学院申报的“应用型大学创

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践”获得 2016 年第八届云南省

教学成果一等奖，并积极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学校面向所有专业开设《创业知识》、《创业基础》、

《商业模式设计》等 7 门创业通识课程，从创业环境分析、

创业能力结构等专题教育，帮助学生了解创业基本常识，

激扬创业文化，营造创业氛围。涌现出了黄燨、王大明、

李金松、杨娜、王国俊等一批创业明星。

创业教育

王大明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
业，创办诸暨市卡蜜尼贸易有
限公司

黄爔　市场营销专业，创办云
南麻栗坡县佳林咖啡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龚显桃、贾碧罡　水利水电专
业，创办乌克丽丽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王国俊　财务管理专业，创办
云南凌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树职教典范   立百年名校

学生参加2016年全国挑战杯创业计划大
赛荣获金奖

学生参加海峡两岸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荣获
大陆赛区一等奖

学生参加云南启迪杯“互联网+”创业大赛荣获银奖

1、云南经管创投基金

2、中小企业融资担保

3、天使投资

4、风险投资

5、政府扶持资金、

大学生创业贷款

1、行业发展与管理

2、工商注册办理

3、税务办理

4、政府政策财税优惠支持

1、线下展示厅

2、网络营销技术服务

3、网络支付

1、借助桥头堡战略，

发展东南亚、南亚商贸；

2、敦煌网云南合作商；

3、南京世格合作整合

高校资源；

4、境外仓
1、管理咨询

2、资源整合

3、参股、控股管理

4、协助引导在孵企业

完成专利版权的申请

云南翰文网商创业园
五大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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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平台

YUNNAN  COLLEGE  OF  BUSINESS  MANAGEMENT

鼓励学生提升学历层次，为学生搭建全方位升学平台。目前，学生可通过考研、出国留学、专升本、专本套读、

“3+2”专本连读等不同形式提升学历。

11

我校本科生毕业前可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

生考试和国外大学研究生申报。为提升考研录取率，

最大限度地满足同学们学历提升的需要，我校以学生

为本，实施分层次分类教学，本科生可选择大一入学

即根据考研志愿组成考研班，或大三下学期开始参加

考研强化培训班，并于大四上学期报考省内外各层次

重点院校各专业的研究生，或申报国外大学的研究生。

通过研究生招生考试被录取后即可到国内外相应高校

攻读硕士研究生文凭。

本科提升学历

专科提升学历

本科升学平台

专科升学平台

专升本：专科学习第三年组织培训，报名参加云

南省专升本考试。考试通过，可升入我校本科专业或

云南省内的本科院校就读，修完两年本科课程，即取

得相应本科文凭。

“3+2”专本连读：三年制专科新生入校后报读，

学校单独组班开展特色教学，由本科专业高水平师资

团队授课，享受本科教育教学资源及实验、实训条件。

学生第三学年参加云南省招考院统一组织的专升本考

试，通过考试经省招考院录取后再继续学习两年，成

绩合格者即可取得全日制本科学历及学士学位证书。

专本套读：新生入校后报读，可利用晚自习、周末、

假期修读相关本科专业课程，部分课程可用专科成绩

替代。参加国家和主考学校组织的考试，完成本科阶

段的学习，在专科毕业的同时就可以获得相关大学自

考本科文凭。国家承认学历，享受相应的大学本科毕

业生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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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早在 1999 年就迈出了国际化进程的第一步，

率先在同类院校中获得外国文教专家的聘请资格。为

提高同学们的外语水平和就业竞争力，常年聘请来自

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泰国、越南

等国家的 10 余名外国专家在校任教，提供原汁原味的

外语学习环境。同时，来自美国、泰国、阿尔巴尼亚、

缅甸、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留学生的到来，为学生

们创造了多元文化交流和外语综合能力提高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学校已经与美国、英国、新西兰、

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泰国、越南等国家的 20 余

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学生可以通过合作项目

到海外合作高校进行短期课程研修、冬 / 夏令营、实习

或学历提升等。每年都有百余名学生获得海外 / 境外院

校的录取通知书或到合作院校交流学习，其中优秀学成

者辈出，如王旭峰同学获得韩国建阳大学博士学位、赵

若含同学获得曼谷皇家理工大学学士学位等。

我校在泰国曼谷皇家理工大学留学的学生 印度籍留学生到我校学习中文

学校部分外籍教师合影我校在韩国建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

树职教典范   立百年名校

国际学历提升优质项目介绍

国家 合作院校 类型 入学要求 学制 ( 年 ) 备注

泰国
清迈大学、东方大学、清莱皇家大学、
曼谷皇家理工大学、吞武里皇家大学、
博仁大学、暹罗大学、东南曼谷大学等

专升本 我校专科毕业生 2

有高中毕业同等学历
的应、往届毕业生可
通过我校在海外的合
作平台，到国外提升
学历

咨询电话：
0871-66383852

本升硕 我校本科毕业生 1.5-2

韩国 建阳大学、庆一大学
专升本 我校专科毕业生 2.5

本升硕 我校本科毕业生 2

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新南威尔斯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昆斯兰大学、莫纳
什大学、阿德莱德大学

专升本 我校专科毕业生 2.5

本升硕 我校本科毕业生 2

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维多利亚大学、侃特伯雷
大学

专升本 我校专科毕业生 2.5

本升硕 我校本科毕业生 2

加拿大
卡 比 兰 诺 大 学、 菲 莎 河 谷 大 学、 
温哥华社区学院

专升本 我校专科毕业生

1.5
本升硕 我校本科毕业生

美国 米拉柯斯达学院、圣托马斯大学
专升本 我校专科毕业生

本升硕 我校本科毕业生

12

留学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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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

办学 25 年来，学校始终坚持“对学生、家长和社

会负责，用平凡的爱关怀师生，一切服务于学生成长成

才”的宗旨，全心全意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

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教育服务。

学生生活服务： ①办理校园一卡通，可在学校内

超市购物、食堂就餐、沐浴，每幢学生公寓都设置有

热水器和洗衣机等。②学校财务处开通银联卡交费 ( 学

费 )，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

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富滇银行和华夏银行都在校

园内设立了柜员机，为学生提供安全快捷的服务。③驾

驶培训站，方便学生学习驾驶技能。④校医院医生精湛

的医术，亲人般的呵护，为你排忧解难。⑤保卫处全天

24 小时保安巡逻；安宁石江派出所入驻职教基地办公，

为学校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⑥多功能体育馆、室内

外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灯光网球场、乒乓球馆

及大学生活动中心等各种设施齐全。

YUNNAN  COLLEGE  OF  BUSINESS  MANAGEMENT

图书馆文献检索系统

学校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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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的食堂汽车驾驶培训

校医院安全有保障（石江派出所入住职教基地办公）

学生公寓洗衣区校内自动取款机

奖助体系

奖助医保服务：①品学兼优的学生经评选

可享受国家奖学金（8000 元 / 年）和省政府奖

学金（6000 元 / 年）；家庭经济困难且品学兼

优的学生经评选可享受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

元 / 年）、省政府励志奖学金（4000 元 / 年）

和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3500 元 / 年，二等奖

2500 元 / 年）。②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在当

地助学贷款部门申请生源地贷款 8000 元 / 年。

③根据国家的相关医保政策，学校为每一位学

生购买医疗保险，住院报销比例达 80% 以上。

④应征入伍的应届毕业生或在校生，可申请补、

代偿学费 8000 元 / 年；另给予一次性经济奖励

金，本科生 4000 元、专科生 3000 元；学生批

准入伍后高校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还将在义

务兵服役期间每年给予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以当地政府实际发放为准。 

荣获各类奖学金、助学金的部分同学合影

树职教典范   立百年名校

学生公寓（四人间）

14

运动场 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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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统一信息门户平台

学生教师应用平台 迎新管理系统

学校研发了 “网上入学”系统，新生可以通过“网

上入学”办理完所有入学手续。另外，学校开发了“微

家长”微信服务平台，家长通过此平台，可以了解学校

办学情况，学生在校信息，学习学校电子图书、网络视

频公开课程、家校通等服务。

数字化校园

YUNNAN  COLLEGE  OF  BUSINESS  MANAGEMENT

微家长服务平台

15

“数字经管”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及创新模式，打

造校级统一信息系统，云数据中心采用业内领先的云计

算建设模式，有效消除信息孤岛和应用孤岛，实现人与

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息通畅；同时信息

的开放、可靠及成熟，保证了与移动互联网及应用系统

的无缝接入与整合，为全校师生提供无所不在的一站式

智能服务；提高了信息的利用率和学校教学、管理、决

策的效率，满足了教学、科研、管理和生活的需要，促

进了学校的发展。总体水平达到国内先进、省内一流。

学校网站：http://www.ynjgy.com　招办电话：0871-68314770　



财经商贸学院（安宁校区）

财经商贸学院为学校经济、管理类教育资源集中

的优质特色学院，现有 5 个本科、16 个专科专业，在

校生9000余人，专任教师134人，其中副高以上21人，

讲师72人，研究生以上学历85人，注册会计师3人、

高级会计师 2 人。2016 年，学院先后被云南省教育厅

立项为“云南省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学院”，

以及云南省首批“学徒制试点单位”项目承建学院。

自 2010 年以来，学院在教学改革建设等领域成效

显著，现有省级质量工程项目 25 项，省厅级以上科研

课题21项，以及2个省级专业提升服务产业能力平台，

2个省级教学团队。教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50余篇，

其中核心 73篇。

学院与新道科技公司、深圳银雁证券、安宁心景

酒店、昆明安泰、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等 40 多家单

位深度合作，开展各类型校企共建专业项目。同时，

学院成立翰文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大学生RAPT工作室、

ERP 企业经理人项目工作室、大学生创业社团、营销

协会等组织，形成了以分层次教学、现代学徒制试点、

翻转课堂、项目化实践教学为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不断引导学生参与企业技术创新，使学院成为滇中产

业新区特色产业和行业共性技术的研发中心和服务平

台。近年来，学生在省级、国家级各类技能大赛中收

获三等奖以上奖项 40余项。�

学院毕业生年终就业率平均为�98.06%，多数学

生在各类企事业单位成为业务骨干；学院创业率达到

7.48%，2016 年，学院共 62 名学生开展创业实践，

初创资金�350 万元。

树职教典范   立百年名校

本科专业

财务管理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能够在各类银行、保险公司、

财政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从事财务咨询、策划、

证券项目投资、资产管理、信用管理、筹融资等工作

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

主干课程：财务管理、财务会计、投资学、公司战略

综合管理实训室教学

与风险管理、金融市场、财务分析、管理会计、审计学。

资格证书：会计员资格证、助理会计师、证券从业资

格证、银行从业资格证

市场营销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及发现、

学生荣获金融与证券投资模拟实训大赛全国一等奖

市场营销技能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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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解决营销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相关企事业单位

从事市场调研分析、营销策划、广告策划、销售管理

等营销业务及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

主干课程：消费者行为学、市场调查与预测、统计学

原理、商务谈判、广告学、网络营销、国际市场营销等。

资格证书：营销师

审计学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人文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

通晓审计、会计准则及相关经济法规，掌握现代审计

理论、方法和手段，能在经济管理领域从事会计、审

计和管理咨询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

主干课程：统计学、中级财务会计、内部控制与内部

审计、税法与税收筹划、企业财务审计、经济效益审计、

审计法规、社会审计、经济法等。

资格证书：审计师初级、会计员资格证、助理会计师

证

电子商务

培养目标 : 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

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职业道德，掌握经济、管理、营

销、计算机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具有利用网络和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展商务活动的知识

和能力，能够在工、商、服务行业从事网站网页设计、

网站建设维护、企业商品和服务营销策划、客户关系

管理、电子商务项目管理、电子商务活动策划与运作、

企业信息化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

主要课程：电子商务概论、数据挖掘与安全、动态网

站建设、ERP与客户关系、网络营销、电子商务规划、

摄影和设计

资格证书 ：电子商务师二级

会计学

培养目标 : 本专业培养面向东南亚、南亚贸易经济，具

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掌握经济管理、

贸易、法律、金融、会计、审计等方面知识和能力，

熟悉南亚、东南亚各国文化习俗和市场规则，能够在

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机构从事会计实务工作的高素质复

合型应用人才。�

主干课程：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国际企业财务

管理、税法与纳税会计、东南亚、南亚财务会计准则

比较、会计报表分析、审计学�。

资格证书：助理会计师�

YUNNAN  COLLEGE  OF  BUSINESS  MANAGEMENT

电话：0871-68615947

                     68615637

                     68615622

邮箱：735438492@qq.com

http://csxy.ynjgy.com

会计电算化实训

翻转课堂教学现场

17

本科
财务管理 市场营销 审计学 会计学

电子商务

专科

证券与期货 资产评估与管理 投资与理财 财务管理

会计 经济信息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 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 移动商务 连锁经营管理 物流管理

空中乘务 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 民航运输

学校网站：http://www.ynjgy.com　招办电话：0871-68314770　



树职教典范   立百年名校

人文艺术学院（安宁校区）

学前教育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质、创新精神和高度

社会责任感的高级专门人才，系统掌握学前儿童保育、

教育理论知识、方法、技能，具备对学前儿童进行保育、

教育及初步的教学研究能力，能在幼儿园、早教中心

等学前教育机构从事学前儿童保教或管理工作，并为

研究生教育输送优质生源。

主干课程：学前心理学、学前教育学、学前卫生学、

幼儿园课程与活动设计、学前教育研究方法、幼儿园

组织与管理、幼儿语言教育等。

资格证书：幼儿教师资格证、高级保育员资格证、高

级育婴师资格、普通话证书（二级乙等及以上）、全

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证书等。

本科专业

人文艺术学院秉承“专业、创新—创造生活”的

办学理念，培养学生人文底蕴和创新精神，结合专业

特色和市场需求，为社会各个领域培养了上万名优秀

专业人才。

多学科发展的人文

学院现有 19 个专业，囊括教育类、设计类、文

化传媒类、体育类、外语类五大专业群。其中 2 个本

科专业，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是学校重点发展和优先

建设的专业。拥有高职称、高学历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一流的实习实训条件，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理

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突出，一专多才，具有创新精

神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师资雄厚的人文

学院拥有教师149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30人、

博士 4 人，还有大量的双师型骨干教师，他们中有教

育学专家、律师、电视编导、艺术设计总监、珠宝设计师、

翻译专家、行政总监、国家级教练员等。学院先后获

得省级质量工程 22 项、省厅级科研课题 46 项，发表

学术论文 1000 多篇，出版教材 20 多部。

一流办学条件的人文

学院已建成同类院校中条件最完善、设施最齐备

的实验实训室 116 间 , 其中国际幼儿教育中心、小学

教育发展中心、民族民间文化传习中心已经成为省级

重点实验中心。学院一直保持较高的就业率和专业对

口率，与多家一级一等幼儿园、省市级中心小学、广

电局、政法系统、珠宝行业、企事业单位等 200 多家

单位开展深度合作，为学生的实习实践提供广阔的舞

台。 

选择人文艺术学院，成就辉煌职业生涯。根植人

文艺术沃土，铸就精彩美丽人生！我们迫不及待，只

为在最美的人文遇见你……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幼儿园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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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71-68615625

邮箱：715818151@qq.com

http://rwxy.ynjgy.com

小学教育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较高

的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业务素质和身心素质，

掌握小学教育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适应 21 世纪小学教育教学改革需要，具有较强创新精

神和教育教学的能力，能胜任小学教育教学、科研及

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全科型应用型人才。

主干课程：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小学教育学、小学

教育心理学、小学安全与卫生、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小

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现代教育技术、班级管理与班

主任工作、普通话、现代汉语、儿童文学、教师口语等。

资格证书：普通话证书（二级乙等及以上）、小学教

师资格证书、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证书。

舞蹈实训室

19

本科 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专科

文秘 播音与主持

新闻采编与制作 法律事务

学前教育 玉器设计与工艺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建筑室内设计

室内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

连锁经营管理 物流管理

广告设计与制作 应用英语

应用泰语 服装设计与工艺

首饰设计与工艺 运动训练

体育运营与管理

安宁市人民法院在我校的模拟法庭开展阳光司法活动专业的非线性编辑、影视后期特效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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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与护理学院是具有医学类本科及专科专业的

学院，学院培养对象是服务于各级医院、药企、美容养

康复与护理学院（海源校区）

树职教典范   立百年名校

护理学

培养目标：培养面向全省各级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

急救中心、康复中心、社区医疗服务等医疗单位，从事

临床护理、科研、教学及预防保健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

主干课程：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健康评估、护理学基

础、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精神病

护理学、急危重症护理、社区护理学等。

资格证书：护士执业资格证（必考）、社区护士培训证、

公共营养师资格证、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保健按摩师。

生行业、社区的护理、康复、口腔、药学、检验、美容、

营养学等医学类专业人才。学院聘请了昆明医科大学的

专家教授在校指导教学。

学院具有 5个本科专业（护理学、药学、口腔医

学技术、医学检验技术、康复医疗学）和9个专科专业

（康复治疗技术、护理、药学、医学营养、医疗美容技

术、老年服务与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口腔医学技术、

医学检验技术）。学院还与昆明医科大学合作举办护理

学专业专本套读班，护理专科学生在校期间能同时攻读

本科学历。护理专业学生在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中取

证率达85.5%，两年连续在全省同类院校中名列第一。

其他专业职业资格取证率均达到97.19%。

本科专业

药学

培养目标：培养面向医院药剂科室和药房、社区医院、

医药公司、制药企业、药品检验监督部门等单位，从事

药物生产、经营、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

能型人才。

主干课程：生药学、药理学、药品市场营销、药事管理学、

药物化学、制药工艺学、临床医学概论、中医药学概论等。

资格证书：医药商品购销员、执业药师（取得本专业本

科学历及其以上者，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1年可考；）、

中药调剂员、药房辅助员、西药剂师、中药购销员。

护理学实训课 药学实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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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技术

培养目标：培养面向综合医院口腔科、口腔疾病防治中

心、口腔医院、口腔医院义齿制作中心、综合医院口腔

科技工室、口腔义齿制作公司、口腔材料、设备经营企

业等行业一线岗位所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口腔医学技术

人才。

主干课程：口腔内科学、可摘局部义齿工艺技术、固定

义齿修复工艺技术、全口义齿工艺技术、口腔正畸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医学美学、口腔预防医学、口腔

工艺管理等。

资格证书：卫生技术人员从业资格证、公共营养师资格

证、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保健按摩师。

医学检验技术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现代

化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等全面发展，掌握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检验医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掌握现代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及先进医学检验技术，至

少能胜任县级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乡镇卫生院、仪器 /试剂公司、独立实验室等岗

位的工作，具备终身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良好

职业素养，适应性强、综合素质高，能适应社会经济发

展需要的品德高尚、基础扎实、技能熟练、素质全面，

具有一定科研发展潜能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医学检验技

术人才。

主干课程：检验仪器学、临床基础检验、临床病原生物

学检验、临床免疫学检验、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生物

化学检验、实验室管理学、临床医学概要等。

资格证书：检验技师（取得本专业本科学历或硕士学位，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1年可考；）全国采供血上岗证。

康复治疗学

培养目标：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康复医学基础理论和较

强的康复治疗技术，具有较强的人际交流能力和良好的

职业道德，能够在各级医疗、康复机构或疗养院开展康

复评价和康复治疗工作的康复治疗师，以及能够在康复

医学工程研究机构、公司从事研发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

才。

主干课程 : 人体发育学、人体运动学、神经科学原理、

康复疗法评定学、运动疗法学、物理因子治疗学、作业

治疗学、言语治疗学、骨骼肌肉系统疾病物理治疗、骨

骼肌肉系统疾病作业治疗、神经康复物理治疗、神经康

复作业治疗、儿童发育障碍性疾病物理治疗、儿童发育

障碍性疾病作业治疗、康复工程与环境改造、运动损伤

康复、职业康复等课程。

资格证书：康复治疗师（取得本专业本科学历及其以上

者 ,在医院等医疗机构工作一年可考）、保健按摩师、

育婴师。

本科
护理学 药学 口腔医学技术 医学检验技术

康复治疗学

专科

药品经营与管理 护理 药学 医学检验技术

康复治疗技术 口腔医学技术 医学营养 医学美容技术

老年服务与管理

电话：0871-66217788                  

邮箱：65756316@qq.com

http://kfhl.ynjgy.com

口腔实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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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在同类院校中是最强的，有专职教师120人，

教授一人、副教授15人，38%青年教师具有研究生学历。

返聘的公办重点大学副教授以上教师 38人。2016年 2

位青年教师分别获得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说课

比赛一、二等奖，1位青年教师获得全国课程改革联盟

讲课比赛特等奖。

教学质量：在同类院校中是最好的，2016 年学生

参加技能竞赛，获得国家级、省级竞赛一等奖2项，二

奖7项，三等奖22项。

实践教学条件：在同类院校中设备是最先进的、

工程学院（安宁校区）

数量是最多的、有四大实验实训中心：土木工程实验实

训中心、电气自动化实验实训中心、汽车实验实训中

心、BIM工程中心、教学中心。下设23个实验实训室，

其中二个中心是省政府投资建设的省级示范实训基地。

BIM工程中心和教学中心，是同类院校中唯一的。

就业率：在同类院校中是最高的，连续四年毕业生

就业率保持在 97%以上。在校生人数：在同类院校中

是最多的，6822人。学院下设8个本科专业；�19个专

科专业。

科研工作：在研的省厅级科研课题 7项；省级质

量工程项目15项；校级科研课题21项、校级质量工程

建设项目31项；正式出版教材11部；申请专利26项。

按照教育部对应用型本科和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

我们采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在理论够用的前

提下，让学生在学中做，在做中学的教学模式，把每一

个学生都培养成品德高尚、爱岗敬业、技能娴熟的受到

用人单位欢迎的高级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

我们热情的欢迎您加入工程学院的大家庭！�

 建筑学

培养目标：该专业面向基层设计院、建筑装饰企业、房

地产开发与规划企事业单位，培养掌握建筑学科的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及基本设计方法，获得建筑师基本训练，

具有基本设计和初步的研究开发能力，能从事建筑及装

饰设计、城市和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策划与管理工作的

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主干课程：素描水彩、建筑设计概论、建筑结构、建筑

设计、城市规划原理、景观学原理、居住环境与住宅设

计原理、BIM建模基础等。

资格证书：二级建筑师。

工程造价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工程技术及工程经济学的基

本知识，掌握工程造价相关理论、招投标与合同管理的

基本理论与方法，熟悉造价软件应用，并接受注册造价

工程师基本训练，能在国内外土木工程及其他工程领域

从事造价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主干课程：平法识图、土木工程材料、工程结构、工程

经济学、BIM建模基础、工程量清单与计价、成本规划

与控制、工程造价软件应用、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等。

资格证书：全国注册造价师、资料员、材料员等。

城市管理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土木工程技术知识，了解建

设工程造价、建设项目评价、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掌握城市综合管理的基本技术和方法，能在城市建

设和管理部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部门从事具体管理工

作的高素质的复合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主干课程：土木工程概论、建设工程法规、城市经济学、

城市规划管理、城市数字化管理、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

等。

资格证书：社会工作师、项目管理师。

工程管理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熟悉土木工程技术知识，掌握工

程项目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有与国内、国际工程

管理相关知识组成的开放性知识结构，并接受工程师基

本科专业

世锦赛志愿者鸟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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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训练，能在国内外土木工程领域进行工程决策和从事

全过程工程管理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主干课程：工程制图、工程、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土木

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法规、工程项目管理、工程质量与

安全管理、BIM建模基础。

资格证书：项目管理员、助理项目管理师。

土木工程

培养目标：该专业面向施工企业、基层设计院和生产管

理第一线，培养掌握土木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

识，能胜任房屋建筑、道路、桥梁、隧道等各类土木工

程的设计、施工与管理工作，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

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主干课程：结构力学、工程测量、基础工程、道路桥梁、

土木工程施工、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钢结构基本原理、

施工组织设计等。

资格证书：一级结构工程师（基础）、二级建造师。

水利水电工程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掌握水利水电工程学科基本理论，

具有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施工与勘测、规划和管理等方

面的基本能力，能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规划、设计、

施工、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技术、技

能人才。

主干课程：工程材料、工程力学、工程地质、水力学、

水电站建筑物、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水工建筑物、水

工钢结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等。

资格证书：水利造价员、水利施工员、水利监理员、水

利质检员、二级建造师等。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电子技术基础、电力电子技

术、电机学、电力系统分析、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

等基本理论，能够从事电力系统运行、电气产品及设备

的开发设计、生产制造、安装调试、维护及相关的管理

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主干课程：数字电子技术、电路、电力系统分析、电力

系统继电保护、工厂供电、电机学、电力、电气工程系

统实验、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等。

资格证书：高级维修电工、变电站值班员初级证、继电

保护工证、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等。

物联网工程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具有数学和物理基础，掌握物联网

的相关理论、方法和技能，具备通信技术、网络技术、

传感技术等领域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和电子信

息技术的能力，从事信息采集、处理和终端控制等方面

的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主干课程：物联网导论、计算机网络、模拟电子技术、

C语言程序设计、Java 程序设计、嵌入式系统技术、传

感器技术、物联网软件等。

资格证书：物联网工程师、信息管理师等。

本科
工程造价 工程管理 城市管理 建筑学

土木工程 物联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科

建筑工程技术 建设工程管理 工程造价 建设经理管理

工程测量技术 环境艺术设计 供用电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房地产检测与估价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车电子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通信技术 食品检测技术

电话：0871-68615634 

                     68615991

邮箱：83240663@qq.com

http://gcxy.ynjgy.com

学生在三峡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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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立足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

求，以培养学生“重实践、强创新、能创业、懂管理”

的综合能力，服务云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以

岗位创业、家族传承创业、自主创业为导向，以专业

教育与创业教育融合为路径，突显创业精神培植和创

业实务能力相结合的培养模式，构建了“创业教育＋

创业实践＋创业孵化”的三位一体的创业教育体系。

育人成效
学院指导学生参加以创业为主题的挑战杯、互联

网+、创青春等创业计划大赛中，获得国家级奖励6项，

省级奖励 39 项。学院毕业生创业率达到 4.8%，同比

高出云南省和全国 3.6 和 0.9 个百分点，2015 年获云

南省教育厅首批“云南省就业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创业孵化
学院创业园已经获得国家科技部、云南省科技厅、

昆明市科技局、安宁市 4级“众创空间”授牌，同时，

获得云南省小微企业创业示范园、云南省省级校园创

业平台、昆明市青年创业示范园、昆明市电子商务服

务平台等项目立项建设。学院对优秀创业项目进行孵

化，目前已有云南微蓝科技有限公司等 100 余家大学

生创业公司入住创业园。

师资队伍
学院累计选派 130 余人次到国内外参加创新创业

培训、参观、交流、访问，其中焦艳军、孙明山两位

教师获得百森商学院认证；李林等 30 余位教师获得

SIYB、KAB 国际师资认证；李楠等 50 余位师资获得

用友、中科招商等行业协会认证。学院与南京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用友新道等 10 余家机构建立师资委托

培养合作关系，建立创新创业师资培训基地，面向云

南省及全国各高校举办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培训全国性

的 2 期，省内 4 期，共 600 余人参训。2016 年，学院

获得全国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奖。

地方影响
学院通过承接云南省创新创业技能竞赛、创业导

师培训、举办经济发展论坛、建立跨地区、跨行业交

流学习等多种渠道，不断扩大我院创新创业教育生态

体系的辐射与影响。自 2014 年 12 月 5 日学院创业园

开园以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吸引了大批兄弟院校、

地方人士来校学习、考察交流，累计接待来自各级政

府、省内外高校、合作企业、入驻园咨询等200余场、

3000余人次。学院承办多场面向全社会的政府、企业、

高校对接会，给约 5000 余人次提供创业讲座及创业辅

导，受到各级媒体的报道与社会好评。学院构建产教

深度融合平台，加强与云南本土龙头企业合作，已经

落地与云南卓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建珠宝玉石创新

创业基地；与万益云品共建农村电商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与重庆大龙网共建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基地等

20余个项目。

培养创业精神、启发创业思维、提升创业能力！

实现精益创业梦想，传承百年家族基业！

创新创业学院（安宁校区）

专科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树职教典范   立百年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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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荣誉

近年来，学生在各类竞赛中获得省级以上奖项 230 余项。学校荣获“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优秀学校”、“云

南省民办教育先进集体”、“云南省文明学校”、“5A 级社会组织”、“云南省平安校园”、“共青团中央基

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试点单位”、“云南省就业创业典型经验高校”、“云南省学习型党组织”等多项荣誉，

并获得云南省第八届教学成果一等奖。董事长杨红卫获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二届“黄炎培杰出校长奖”、第三届“云

南青年创业省长奖”、云南省“首届教育功勋奖”等奖项。

YUNNAN  COLLEGE  OF  BUSINE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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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志愿：( 代码 5331)

按国家 2017 年普通高校招生有关规定进行报名、体检、考试、填报志愿。

录取办法：

1. 根据考生所填第一志愿，以德智体全面考核、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为原则，由省招考院统一投档，

我校择优录取。

2. 为确保录取，请在第二批本科 A 志愿、高职专科批 A 志愿栏填报我校。

3. 属下列情况的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①有文艺特长者 ( 如乐器、舞蹈、书法、绘画、唱

歌等 )；②有体育特长者；③高中（中专、职高、技校）阶段获得州 ( 市 ) 级以上优秀学生干部、

三好学生称号者；④高中（中专、职高、技校）阶段获省 ( 自治区、直辖市 ) 以上科技发明创造

奖或单科竞赛优秀奖者；⑤思想品德好 , 有突出事迹者。

4. 加分考生以加分后成绩排列。

5. 已上线但未被录取的考生，请密切关注我校招生动态，与学校招办保持联系，我校将在省招考院规

定的时间内，根据考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补录。

填报志愿及录取方法

一、当地教育局（学校）统一组织填报志愿及补报志愿，请参照《云南招生》对我校的介绍。

二、在线报名：1. 登录我校网站 http://www.ynjgy.com 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报名，录取结果将在网上及时公布。

                   2. QQ 咨询：4000320777;         

三、电话报名：海源校区：0871-68314770     安宁校区：0871-68615800　传真：0871-66217745

四、来校报名：1. 海源校区：到昆明后请乘 2 路、26 路、55 路、70 路、83 路、90 路、106 路、116 路、127 路、

133 路、138 路、146 路、168 路、C16 或 C61 路等公共汽车到黄土坡转乘 113 路（龙院村

←→潘家湾）或 C63 路公共汽车直接到我校（海屯路商院路口站下）。    

2. 安宁校区：到安宁客运站转乘附 13 路直达我校。       

3. 自驾车请参照本来校示意图图到校。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海源校区来校示意图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安宁校区来校示意图

联系方式与来校路线

树职教典范   立百年名校

26学校网站：http://www.ynjgy.com　招办电话：0871-68314770　

温馨提示：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第十一届校园开放日（6 月 23-30 日），届时  
                  欢迎广大考生及家长参观。



官方微信 招生微信 手机客户端

昆明海源校区

地址：昆明市五华区海屯路296号

邮编：650106

电话：0871-68314770　

传真：0871-66217745

网站：http://www.ynjgy.com

QQ：4000320777

�

昆明安宁校区

地址：安宁市职教基地麒麟路17号

邮编：650304

电话：0871-68615800

传真：0871-66217745

网站：http://www.ynjgy.com

邮箱：ynjgy@ynjgy.com

树职教典范　立百年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