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第一次征集志愿计划（高职专项批）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办学
性质

专业代码 专业 批次类型
空余
计划

办学点

530748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5307480J1 护理 高职专项批 4 迪庆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80J2 护理 高职专项批 6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80J5 康复技术 高职专项批 2 临沧卫生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80J7 医学影像技术 高职专项批 2 临沧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09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5307090J2 康复技术 高职专项批 1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公办 5307090J3 药剂 高职专项批 2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公办 5307090J5 医学检验技术 高职专项批 9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54012 食品加工工艺 高职专项批 2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54013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1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54015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4 大理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4016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3 丽江市民族中等职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4017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4 丽江市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4019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2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4021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4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4022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4 大理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54020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4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19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5307190J3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3 盈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90J4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 盈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90J5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高职专项批 2 盈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4 德宏职业学院

公办 5307340Jb 供用电技术 高职专项批 3 德宏职业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340Jc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3 德宏职业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340Jf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5 德宏职业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340Jm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4 陇川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340Jo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2 陇川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340Jn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1 陇川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340Ja 发电厂及变电站运
行与维护

高职专项批 5 德宏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公办 530773007 茶叶生产与加工 高职专项批 6 普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3006 艺术设计与制作 高职专项批 7 腾冲市第一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73005 首饰设计与制作 高职专项批 5 保山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3008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6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50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公办 5307500J1 护理 高职专项批 8 文山州卫生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00J4 医学影像技术 高职专项批 2 普洱卫生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00J3 药剂 高职专项批 3 文山州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700Ja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488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00Jj 电子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67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00Jb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48 红河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00Jc 防灾减灾技术 高职专项批 47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00Jk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
修

高职专项批 23 金平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700Jl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23 个旧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700Jm 工艺美术 高职专项批 20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00Jn 汽车制造与检测 高职专项批 43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700Jd 作物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25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00Je 作物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24 石屏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700Jo 防灾减灾技术 高职专项批 24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700Jf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24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00Jg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22 红河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00Jh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23 蒙自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700Ji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50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250J3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1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2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5307120Jd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3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20Je 建筑工程造价 高职专项批 4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20Jk 建筑装饰技术 高职专项批 4 文山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20Jl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4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20Jm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20Jn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4 元谋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530768020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6 凤庆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8021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4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8018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2 思茅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公办 530768015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5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

点]
公办 530768019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5 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8014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3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8022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 昆明市旅游职业中学[联办点]

530723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5307230J7 运动训练 高职专项批 3 迪庆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03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5307030J2 药剂 高职专项批 2 临沧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71029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6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联办点]

公办 530771026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3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1025 金融事务 高职专项批 4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1024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9 曲靖财经学校  [联办点]

公办 530771031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4 广南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71022 农产品贮藏与加工 高职专项批 5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9 文山学院 公办 5307690D3 有色金属冶炼技术 高职专项批 7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110J9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高职专项批 2 学院本部[联办点]

公办 5307110P2 林业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1 学院本部[联办点]

公办 5307110P3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10P5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1 勐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10P1 市场营销 高职专项批 2 学院本部[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10034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7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35 营养与保健 高职专项批 8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36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6 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37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10 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38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
制

高职专项批 10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39 食品加工工艺 高职专项批 6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41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9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42 市场营销 高职专项批 7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44 药剂 高职专项批 1 玉溪卫生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45 园林技术 高职专项批 4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47 工程测量技术 高职专项批 2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48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4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49 园林技术 高职专项批 10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50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9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51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9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10052 中药制药 高职专项批 3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53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
制

高职专项批 5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0055 网站建设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4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0056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4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0057 中草药栽培 高职专项批 10 金平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0059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10 金平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0060 护理 高职专项批 8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61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5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62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
用

高职专项批 10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63 生物化工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10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64 营养与保健 高职专项批 5 玉溪卫生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54 食品加工工艺 高职专项批 2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0046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3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43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6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04 玉溪师范学院
公办 530704008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5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4009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57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公办 530757016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3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7018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3 普洱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7019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1 普洱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7020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4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7021 市场营销 高职专项批 2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7023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7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7024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4 文山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66021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7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6022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1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66024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5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6025 软件与信息服务 高职专项批 1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66026 建筑装饰技术 高职专项批 5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66027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4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66028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6 玉溪体育运动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6029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5 耿马自治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公办 530766030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8 永德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联办点]

公办 530766031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5 芒市职教中心[联办点]

公办 530766032 制药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2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36014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5 曲靖幼儿师范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6015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7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

点]

公办 530736016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7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6017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13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6018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17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6019 数控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8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6020 现代通信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19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36021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6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6022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2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5307280J1 工程测量技术 高职专项批 6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280J2 建筑装饰技术 高职专项批 26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280J3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22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5307280J4 市场营销 高职专项批 26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280J5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高职专项批 10 禄劝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280J6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高职专项批 18 玉溪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7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370J4 供用电技术 高职专项批 3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370J6 焊接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2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370J8 建筑智能化设备安
装与运维

高职专项批 2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370J9 数控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2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371j1 汽车电子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4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530765026 汽车服务与营销 高职专项批 3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29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6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30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7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31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8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32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9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35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9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37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8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5038 汽车制造与检测 高职专项批 7 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39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6 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43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9 景东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5044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7 景东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5041 轮机维护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9 绥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5036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高职专项批 5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05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050J3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3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公办 5307050J4 化学工艺 高职专项批 31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06043 建筑工程造价 高职专项批 1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公办 530706052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高职专项批 1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公办 530706057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高职专项批 1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58 计算机平面设计 高职专项批 1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59 园林技术 高职专项批 2 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60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2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61 林业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8 普洱林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62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高职专项批 1 西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06067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1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68 林业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1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55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3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5307460J1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28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60J2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26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60J3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27 昆明市旅游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460J4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高职专项批 25 玉龙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17014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6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15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12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16 地图绘制与地理信
息系统

高职专项批 7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17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2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18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
制

高职专项批 6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19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7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20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3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21 市场营销 高职专项批 7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22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7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17023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4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24 供用电技术 高职专项批 9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4 云南农业大学

公办 530774004 作物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10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74005 中草药栽培 高职专项批 10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74006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10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16037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36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38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47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39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54 普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40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70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42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56 彝良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6043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60 昌宁县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44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55 施甸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6041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46 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5307630jA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2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b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3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c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4 宁洱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d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1 宁洱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e 生物制药工艺 高职专项批 1 普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g 服装设计与工艺 高职专项批 1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h 药品食品检验 高职专项批 3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i 药品食品检验 高职专项批 3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j 建筑装饰技术 高职专项批 4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l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3 个旧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q 服装设计与工艺 高职专项批 1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u 服装制作与生产管
理

高职专项批 2 洱源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v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4 普洱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w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3 砚山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x 服装制作与生产管
理

高职专项批 4 砚山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z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3 马关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f 艺术设计与制作 高职专项批 2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y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4 马关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r 移动应用技术与服
务

高职专项批 3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jk 服装设计与工艺 高职专项批 4 个旧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1ja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1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530764021 道路与桥梁工程施
工

高职专项批 5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22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10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23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7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24 建筑水电设备安装
与运维

高职专项批 11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26 供用电技术 高职专项批 11 云南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27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7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28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24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29 建筑工程造价 高职专项批 23 云南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30 工程测量技术 高职专项批 11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31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21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32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9 普洱林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25 发电厂及变电站运
行与维护

高职专项批 7 云南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1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公办 530761007 法律事务 高职专项批 7 云南蒙自中等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联办

点]



530733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330J2 运动训练 高职专项批 4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30J6 运动训练 高职专项批 3 玉溪体育运动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30J8 运动训练 高职专项批 1 曲靖市体育运动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30J3 运动训练 高职专项批 1 文山州体育职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5307320J1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83 镇雄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320J2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69 文山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20J3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8 昭通农校[联办点]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450J1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38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50J3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8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50J4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49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47014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24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15 汽车制造与检测 高职专项批 50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16 生物制药工艺 高职专项批 20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17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高职专项批 30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18 界面设计与制作 高职专项批 8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20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
制

高职专项批 43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21 航空服务 高职专项批 16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22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3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23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10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25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11 牟定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47026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高职专项批 12 武定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47019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24 影像与影视技术 高职专项批 18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14 云南艺术学院

公办 530714004 音乐表演 高职专项批 6 云南艺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14005 绘画 高职专项批 5 云南艺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14006 舞蹈表演 高职专项批 3 云南艺术学院[校本部]

530760 昭通卫生职业学院 公办 5307600J5 康复技术 高职专项批 3 临沧卫生学校[联办点]

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第一次征集志愿计划（五年制普通批）

530748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53074802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26 迪庆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803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26 怒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801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6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09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530709014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17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公办 530709032 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0 玉溪卫生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9043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14 普洱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59 大理护理职业学院
公办 530759003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 玉溪卫生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9005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 迪庆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54004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0 大理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4005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8 丽江市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4008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6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4009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7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4010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9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4011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1 大理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54006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7 丽江市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19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530719003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9 盈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9004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5 盈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9005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1 盈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4 德宏职业学院

公办 530734001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1 德宏职业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34003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0 德宏职业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34004 首饰设计与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3 德宏职业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34005 发电厂及变电站运
行与维护

五年制普通批 20 德宏职业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34006 供用电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9 德宏职业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34007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4 陇川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34010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2 陇川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34012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9 文山州卫生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4018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9 陇川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34019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3 德宏职业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34020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16 陇川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7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公办 530773001 首饰设计与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48 保山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3002 茶叶生产与加工 五年制普通批 50 普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3003 艺术设计与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52 腾冲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73004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60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50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公办 53075001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2 文山州卫生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0031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5 文山州卫生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0035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23 红河州卫生护理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0045 医学检验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7 红河州卫生护理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0055 医学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 红河州卫生护理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70001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705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蒙自校区[联办点]

公办 530770002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6 红河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0004 作物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7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0005 作物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69 石屏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70008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92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0010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
修

五年制普通批 57 金平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70011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6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0012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59 个旧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70013 工艺美术 五年制普通批 41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建水校区[联办点]

公办 530770015 防灾减灾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70017 作物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5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70007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8 蒙自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25004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6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25005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5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25006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8 普洱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25007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7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2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530712004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8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2007 首饰设计与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17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公办 530712008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6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公办 530712009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1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2010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12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2011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3 文山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2012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7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2013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1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2014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3 元谋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530715001 铁道运输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1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15002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3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530715003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8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15004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53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15005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74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15007 音乐表演 五年制普通批 70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15008 戏剧表演 五年制普通批 38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15010 界面设计与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23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15012 数字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4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15013 艺术设计与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9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15014 民族音乐与舞蹈 五年制普通批 67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15016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33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15017 文秘 五年制普通批 44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15019 物联网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77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15011 工艺美术 五年制普通批 10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15006 播音与主持 五年制普通批 21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15018 飞机设备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84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530768003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1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8007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66 昆明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8008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3 思茅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公办 530768010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3 凤庆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8011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0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8004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8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

点]
公办 530768005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1 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23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530723007 运动训练 五年制普通批 11 迪庆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03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53070301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4 丽江民族中等专科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3013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 玉溪卫生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3041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3 临沧卫生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3042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1 玉溪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71002 农产品贮藏与加工 五年制普通批 14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1003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5 曲靖财经学校  [联办点]

公办 530771005 金融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8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1006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4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71004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62 曲靖财经学校  [联办点]

公办 530771009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2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联办点]

530769 文山学院
公办 5307690W1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90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90W3 有色金属冶炼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11007 植物保护 五年制普通批 4 学院本部[联办点]

公办 530711008 园艺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8 学院本部[联办点]

公办 530711009 食品加工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5 学院本部[联办点]

公办 530711013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5 学院本部[联办点]

公办 530711015 林业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 学院本部[联办点]

公办 530711017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8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1019 茶叶生产与加工 五年制普通批 5 勐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1012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 学院本部[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10002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03 营养与保健 五年制普通批 22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04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 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05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9 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10006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
制

五年制普通批 68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07 食品加工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15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09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3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10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83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11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75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13 园林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8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14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9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16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2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17 园林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7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18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19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9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21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
制

五年制普通批 35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0022 食品加工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7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0024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5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0025 中草药栽培 五年制普通批 16 金平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0027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7 金平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0028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3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29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35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30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
用

五年制普通批 84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31 生物化工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95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0023 网站建设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9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0015 工程测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9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4 玉溪师范学院

公办 530704002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
制

五年制普通批 21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4004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4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4005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6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57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公办 530757003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34 红河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7004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7005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23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7006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0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7008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24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7009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8 文山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7010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6 昭通市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7011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0 普洱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57012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4 普洱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530743001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5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02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41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03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14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04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26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05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06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3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07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74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08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2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09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2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10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82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1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75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1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4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13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6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530743014 工程测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15 口腔修复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1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94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17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18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31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19 建筑智能化设备安
装与运维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20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6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21 建筑智能化设备安
装与运维

五年制普通批 40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22 医疗器械维修与营
销

五年制普通批 2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23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24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25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8 昆明市台湘科技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3026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47 昆明市台湘科技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3027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44 昆明市台湘科技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3028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00 昆明市台湘科技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3029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97 昆明市台湘科技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3030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00 昆明市台湘科技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3031 数字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4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32 中西面点 五年制普通批 4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33 婴幼儿托育 五年制普通批 48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3034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48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3035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2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3036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42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3037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49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3038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48 弥渡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3039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47 弥渡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3040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48 弥渡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530742001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75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02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147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03 建筑表现 五年制普通批 29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05 工程测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54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06 建设项目材料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97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07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6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08 数控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8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09 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25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10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
制

五年制普通批 45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11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
用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12 高速铁路乘务 五年制普通批 104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13 新能源汽车制造与
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11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14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69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16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5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17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48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18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56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19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98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20 医学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70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21 口腔修复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78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22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25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530742023 建筑智能化设备安
装与运维

五年制普通批 37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24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98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25 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77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26 婴幼儿托育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27 人力资源管理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3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15 大数据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8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2004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50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66001 机械制造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1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66002 数控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7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66003 数控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92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6004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66005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77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6006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8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66008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50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6009 软件与信息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66010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66011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61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66012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50 玉溪体育运动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6013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91 耿马自治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公办 530766014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27 永德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联办点]

公办 530766015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86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公办 530766016 制药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63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51 云南工商学院

民办 530751002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
制

五年制普通批 1 陇川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51003 计算机平面设计 五年制普通批 2 陇川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51007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 云南工商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51008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2 云南工商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51009 道路与桥梁工程施
工

五年制普通批 2 云南工商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51010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
制

五年制普通批 2 云南工商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51011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 云南工商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51012 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1 云南工商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51015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 云南工商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51016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 云南工商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51017 动漫与游戏设计 五年制普通批 1 云南工商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51018 艺术设计与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2 云南工商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51020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 云南工商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51021 连锁经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 云南工商学院[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530728004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7 洱源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28005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6 洱源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28010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7 祥云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28011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7 玉溪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28012 数控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3 玉溪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28013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7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28014 数控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7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28015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7 文山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28016 地图绘制与地理信
息系统

五年制普通批 37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28017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1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530737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37002 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19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530737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37004 供用电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6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公办 530737006 焊接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7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公办 530737007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3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公办 530737008 建筑智能化设备安
装与运维

五年制普通批 17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公办 530737009 数控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7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公办 530737010 汽车电子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6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530765002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37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03 汽车车身修复 五年制普通批 37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04 汽车服务与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14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05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7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06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20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5008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38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09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38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10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1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11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46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12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3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13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14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80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15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36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5017 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28 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18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26 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5020 轮机维护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6 绥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5021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32 绥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5022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39 景东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5023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7 景东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5007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50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05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05003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4 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

点]
公办 530705005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6 蒙自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05009 计算机平面设计 五年制普通批 15 昭通市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5012 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11 武定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05014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5017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21 文山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05018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7 文山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5019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6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5022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4 禄劝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05024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1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5025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25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5030 化学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18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公办 530705034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5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公办 530705004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2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公办 530705008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7 红河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5020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0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5023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 禄劝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530741003 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0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04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8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10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1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11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530741012 工程测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0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13 道路与桥梁工程施
工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14 水利工程运行与管
理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15 建筑智能化设备安
装与运维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16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17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18 机械加工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19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20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2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5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24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26 数控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27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29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30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31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33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34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35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37 大数据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38 现代通信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0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39 绘画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41 医学生物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42 网络信息安全 五年制普通批 20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43 移动应用技术与服
务

五年制普通批 20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44 软件与信息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0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45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46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1048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0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49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21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50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21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52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21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53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0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54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0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55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20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56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1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57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8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58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1 丘北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59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1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60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1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61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0 彝良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62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0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63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21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64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21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65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1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66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0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67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3 祥云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530741069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9 昭通市财贸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70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20 禄丰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71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0 昭通市财贸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73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0 昭通市财贸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74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0 昭通市财贸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77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1 昭通市财贸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78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0 昭阳区高级职业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83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0 镇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84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0 禄丰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85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1 禄丰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86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五年制普通批 21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87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0 禄丰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88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0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89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1 弥勒市卓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91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9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92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0 巧家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94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1 昭通市昭阳区高级职业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95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1 盐津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96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20 盐津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98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1 腾冲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99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6 腾冲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51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1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68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 祥云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47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0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90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0 弥勒市卓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1080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1 楚雄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97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1 盐津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93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0 巧家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1040 休闲体育服务与管
理

五年制普通批 9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530772001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运用与检修

五年制普通批 5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7200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4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72003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6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72004 物联网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01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72005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40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72006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31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72007 物联网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1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72008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0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72009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26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72010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运用与检修

五年制普通批 11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72011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30 隆阳区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72012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运用与检修

五年制普通批 89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72013 移动应用技术与服
务

五年制普通批 83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72014 工程测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65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72015 电梯安装与维修保
养

五年制普通批 73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72016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51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72017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68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72018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运用与检修

五年制普通批 6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530772019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72021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31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72022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6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72023 计算机平面设计 五年制普通批 32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72024 电梯安装与维修保
养

五年制普通批 24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72025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4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72026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0 曲靖幼儿师范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72027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41 彝良县职业技术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06011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7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公办 530706012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7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公办 530706017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五年制普通批 2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公办 530706020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7 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22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5 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23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34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24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39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25 园林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9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26 森林消防 五年制普通批 17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27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五年制普通批 28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28 计算机平面设计 五年制普通批 10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30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5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31 林业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5 普洱林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32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4 西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06034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4 昌宁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35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4 施甸县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06036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8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37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6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38 林业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0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29 园林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9 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21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7 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06033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5 西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530746002 工程测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4 红河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6003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34 红河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6005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6 红河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6006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1 文山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6007 软件与信息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44 文山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6008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4 文山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6009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3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6010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5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6011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0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6012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34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6013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45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6015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7 昆明市西山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46019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3 普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6020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1 思茅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公办 530746022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3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46023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32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46025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41 玉龙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530746026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35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46027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6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17002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90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03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80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04 地图绘制与地理信
息系统

五年制普通批 27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05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5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06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
制

五年制普通批 16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08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8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09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37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10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65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11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79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7012 供用电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5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4 云南农业大学

公办 530774001 作物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50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74002 中草药栽培 五年制普通批 50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74003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50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16003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2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04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3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08 作物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2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09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 宁洱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6010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7 昭通市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11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3 宁洱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6012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7 普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13 园艺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4 普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14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9 曲靖市师宗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16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7 施甸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6018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1 施甸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6020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8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21 药品食品检验 五年制普通批 20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22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5 彝良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6023 中草药栽培 五年制普通批 35 彝良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6024 园艺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56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25 宠物养护与经营 五年制普通批 24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26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39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27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73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28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52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30 生物制药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106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31 农产品贮藏与加工 五年制普通批 52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33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1 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34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2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35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2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36 园林绿化 五年制普通批 33 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16032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101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16017 作物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4 施甸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530763002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03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7 宁洱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05 生物制药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1 普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07 服装设计与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3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530763009 药品食品检验 五年制普通批 6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10 药品食品检验 五年制普通批 7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12 服装设计与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8 个旧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13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 个旧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16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 昭通市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18 服装设计与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5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22 服装制作与生产管
理

五年制普通批 7 洱源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23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 普洱财经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25 服装制作与生产管
理

五年制普通批 7 砚山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26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7 马关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28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7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24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7 砚山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27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7 马关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63019 移动应用技术与服
务

五年制普通批 8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3004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 宁洱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53074000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24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02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52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03 医学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7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05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42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06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42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07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6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08 供用电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5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09 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118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11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38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12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4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15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16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6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18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14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19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54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20 口腔修复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46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2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42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22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47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0024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42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0025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50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0026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80 景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0028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9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0029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74 景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0030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92 景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0010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74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0027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77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0023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48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0004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41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530752001 高速铁路乘务 五年制普通批 16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02 人力资源管理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5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0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运用与检修

五年制普通批 40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04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05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2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530752007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45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08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59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09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24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11 医学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90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12 金融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13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1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14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15 国际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45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16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17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98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18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49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19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45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20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43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21 工艺美术 五年制普通批 2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2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23 商务英语 五年制普通批 45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24 法律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6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25 文秘 五年制普通批 50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26 医学检验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79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27 婴幼儿托育 五年制普通批 176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28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91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06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3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52010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796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5307640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施
工

五年制普通批 3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03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6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04 建筑水电设备安装
与运维

五年制普通批 35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06 供用电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1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07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6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08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66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09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69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10 工程测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3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11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69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12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5 普洱林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4005 发电厂及变电站运
行与维护

五年制普通批 19 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1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公办 530761002 法律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9 云南蒙自中等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联办

点]
公办 530761003 安全保卫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2 玉溪体育运动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1005 法律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3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33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33002 运动训练 五年制普通批 15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3005 运动训练 五年制普通批 1 普洱市体育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33006 运动训练 五年制普通批 8 玉溪体育运动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3008 运动训练 五年制普通批 7 曲靖市体育运动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3004 运动训练 五年制普通批 1 昭通市体育运动学校[联办点]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530749001 商务英语 五年制普通批 13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03 旅游外语 五年制普通批 34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04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72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06 旅游外语 五年制普通批 40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07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3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530749008 商务泰语 五年制普通批 16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10 戏剧表演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12 文秘 五年制普通批 24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14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60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15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20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16 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14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18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3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19 现代通信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41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20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54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21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4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22 国际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3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23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7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24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6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2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08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27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18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31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 楚雄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9032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3 曲靖航空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9033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3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9035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5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9040 卫生信息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8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42 建筑智能化设备安
装与运维

五年制普通批 36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43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0 后两年在云南外事外语[联办点]

民办 530749044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5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9045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 宜良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9047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5 宜良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9049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9 宜良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民办 530749050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35 后两年在云南外事外语职业[联办点]

民办 530749054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4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9002 旅游外语 五年制普通批 37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05 旅游外语 五年制普通批 38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09 动漫与游戏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31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28 营养与保健 五年制普通批 37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25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0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17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运用与检修

五年制普通批 20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13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2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49052 美发与形象设计 五年制普通批 22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9046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5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49041 商务日语 五年制普通批 22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530732002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3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2007 绘画 五年制普通批 9 文山民族技术职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2008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42 昭通农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2010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4 昆明市艺术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2012 数字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8 广播电视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2013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13 广播电视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2016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8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32018 动漫与游戏设计 五年制普通批 13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2020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5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530732022 绘画 五年制普通批 1 昆明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2023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43 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2024 民族音乐与舞蹈 五年制普通批 12 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2026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31 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2027 舞蹈表演 五年制普通批 2 本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2028 戏曲表演 五年制普通批 10 本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2029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43 昆明市西山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32030 音乐表演 五年制普通批 1 本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2017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42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32025 民族音乐与舞蹈 五年制普通批 22 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32015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0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45004 工艺美术 五年制普通批 2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5008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5 机电技术应用[联办点]

公办 530745009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66 学校代码[联办点]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0747001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49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02 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82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03 生物制药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23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04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70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05 界面设计与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06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7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07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
制

五年制普通批 74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08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9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11 影像与影视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53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47012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36 牟定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47013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0 武定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公办 530747009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72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53074400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785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02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55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03 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46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05 医学检验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90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06 医学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08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123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11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38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12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36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13 眼视光与配镜 五年制普通批 38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14 营养与保健 五年制普通批 35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15 中医养生保健 五年制普通批 93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16 卫生信息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48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17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49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18 中医养生保健 五年制普通批 7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21 婴幼儿托育 五年制普通批 91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22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48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23 物联网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8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24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41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26 生殖健康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49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27 飞机设备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2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28 电子信息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58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530744029 中草药栽培 五年制普通批 48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30 食品加工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36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19 医疗器械维修与营
销

五年制普通批 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10 卫生信息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09 中药 五年制普通批 140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04 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7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民办 530744025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6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联办点]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53076700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59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67002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76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67003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67004 医学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85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67005 医学检验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04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67006 中医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6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67007 中药 五年制普通批 6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67008 口腔修复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4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67010 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67011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48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67012 眼视光与配镜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67013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
理

五年制普通批 4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67014 中医养生保健 五年制普通批 41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民办 530767019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042 曲靖护理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67021 医学检验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6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67022 中医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6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67023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98 保山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67025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99 红河州卫生护理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67026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25 红河州卫生护理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67028 医学检验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1 红河州卫生护理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67020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91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民办 530767024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44
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

点]

民办 530767027 医学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5 红河州卫生护理学校[联办点]

530714 云南艺术学院

公办 530714001 音乐表演 五年制普通批 40 云南艺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14002 绘画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艺术学院[校本部]

公办 530714003 舞蹈表演 五年制普通批 35 云南艺术学院[校本部]

530760 昭通卫生职业学院

公办 530760031 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 临沧卫生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0041 医学检验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 文山州卫生学校[联办点]

公办 53076001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0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