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名称 高职专业名称 联办中职学校名称 中职专业名称 扶贫专项

保山学院 学前教育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学前教育 20

护理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护理 10

医学检验技术 云南省普洱卫生学校 医学检验技术 8

中医康复技术 云南省普洱卫生学校 中医康复保健 7

中药学 云南省普洱卫生学校 中药 7

护理 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 护理 10

康复治疗技术 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 康复技术 7

医学影像技术 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 医学影像技术 7

助产 文山州卫生学校 助产 8

护理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护理 22

护理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护理 7

助产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助产 7

护理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 40

助产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 10

康复治疗技术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康复技术 10

医学检验技术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医学检验技术 20

药品经营与管理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药剂 10

药学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药剂 10

护理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护理 20

护理 云南省普洱卫生学校 护理 20

护理 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 护理 30

护理 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护理 10

护理 大理护理职业学院 护理 20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施甸县职业高级中学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施甸县职业高级中学 汽车运用与维修 5

园林技术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园林技术 10

动物医学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畜牧兽医 10

中药生产与加工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中药 10

会计 大理白族自治州财贸学校 会计 20

云南省2019年实施“五年制高职院校招收建档立卡贫困户初中毕业生专项计划”
的院校（专业）计划安排表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大理护理职业学院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畜牧兽医 10

财务管理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会计 10

会计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会计电算化 5

食品生物技术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生物工艺 15

音乐教育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音乐 5

美术教育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美术绘画 5

体育教育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运动训练 10

学前教育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10

小学教育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20

护理 云南省普洱卫生学校 护理 10

医学检验技术 云南省普洱卫生学校 医学检验技术 10

护理 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 护理 20

医学检验技术 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 医学检验技术 10

药学 文山州卫生学校 药剂 10

护理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护理 1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德宏职业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 10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德宏职业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 10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德宏职业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 10

计算机应用技术 德宏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 10

药学 德宏职业学院 药剂 10

会计 德宏职业学院 会计 20

旅游管理 德宏职业学院 旅游服务与管理 10

护理 红河州卫生护理学校 护理 20

药学 红河州卫生护理学校 药剂 10

护理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护理 10

护理 云南省普洱卫生学校 护理 10

医学影像技术 云南省普洱卫生学校 医学影像技术 10

医学影像技术 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 医学影像技术 10

护理 文山州卫生学校 护理 10

护理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护理 20

助产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助产 10

康复治疗技术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康复技术 10

医学检验技术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10

德宏职业学院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医学影像技术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10

药学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药剂 10

陶瓷设计与工艺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红河州体育运动学校 工艺美术 50

体育教育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红河州体育运动学校 运动训练 15

学前教育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红河州体育运动学校 学前教育 35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17

电气自动化技术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技术应用 17

计算机网络技术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16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昆明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5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昆明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 5

学前教育 云南省昆明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学前教育 5

学前教育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 学前教育 15

学前教育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30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学前教育 50

护理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护理 25

护理 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 护理 15

药学 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 药剂 10

园艺技术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果蔬花卉生产技术 20

食品质量与安全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生物工艺 20

护理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30

会计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电算化 20

酒店管理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20

学前教育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20

小学教育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2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昆明市晋宁区职业高级中学 汽车运用与维修 5

会计 昆明市晋宁区职业高级中学 会计 5

电气自动化技术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电气运行与控制 5

食品加工技术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食品生物工艺 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5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5

市场营销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市场营销 5

电子商务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电子商务 5

计算机应用技术 云南省昭通农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 10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红河学院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昆明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电子商务 云南省昭通农业学校 电子商务 10

园林技术 红河州农业学校 园林技术 10

畜牧兽医 红河州农业学校 畜牧兽医 10

测绘工程技术 红河州农业学校 工程测量 10

计算机网络技术 红河州农业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0

计算机应用技术 弥勒市卓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 10

园林技术 文山州农业学校 园林技术 10

畜牧兽医 文山州农业学校 畜牧兽医 10

中药生产与加工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草药种植 5

宠物养护与驯导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养护与经营 5

药品经营与管理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药剂 5

药品生产技术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制药技术 5

电气自动化技术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电气运行与控制 10

计算机应用技术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计算机应用 10

会计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会计电算化 30

市场营销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市场营销 8

电子商务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电子商务 8

会计 临沧财贸学校 会计 25

市场营销 临沧财贸学校 市场营销 9

电子商务 临沧财贸学校 电子商务 9

会计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财经学校 会计 33

会计 文山州财贸学校 会计 8

工业机器人技术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5

数控技术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5

信息安全与管理 丘北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 计算机应用 4

信息安全与管理 剑川县职业高级中学 计算机应用 4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装饰 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技术 3

机电一体化技术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技术应用 3

数控技术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应用 3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 3

软件与信息服务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与信息服务 3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玉溪师范学院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产品开发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技术应用 3

药品生产技术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制药技术 3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3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国土资源调查 35

建筑经济管理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施工 30

工程测量技术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工程测量 35

电气自动化技术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电气技术应用 30

酒店管理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50

供用电技术 昆明市东川区职业成人教育培训中心 供用电技术 10

数控技术 昆明市东川区职业成人教育培训中心 数控技术应用 10

汽车电子技术 昆明市东川区职业成人教育培训中心 汽车制造与检修 10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昆明市东川区职业成人教育培训中心 焊接技术应用 10

会计 昆明市东川区职业成人教育培训中心 会计 10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技术 10

机电一体化技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技术应用 1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制造与检修 10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技术应用 10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10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车身修复 15

汽车营销与服务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15

新能源汽车技术 鹤庆县职业高级中学 汽车运用与维修 20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云南省邮电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30

物流管理 云南省邮电学校 物流服务与管理 40

建筑工程技术 云南建设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 30

工程造价 云南建设学校 工程造价 30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40

会计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 会计 30

木材加工技术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木材加工 100

环境艺术设计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施工 50

空中乘务 云南省邮电学校 航空服务 20

会计 云南省邮电学校 会计 20

市场营销 云南省邮电学校 市场营销 20

空中乘务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财经学校 航空服务 20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财经学校 会计 50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财经学校 旅游服务与管理 20

会计 文山州财贸学校 会计 50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20

计算机应用技术 云南省曲靖财经学校 计算机应用 10

会计 云南省曲靖财经学校 会计 10

电子商务 云南省曲靖财经学校 电子商务 10

机电一体化技术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10

电气自动化技术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 电气技术应用 10

电气自动化技术 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电气运行与控制 5

烹调工艺与营养 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5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技术 10

物流管理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服务与管理 10

畜牧兽医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 畜牧兽医 30

畜牧兽医 施甸县职业高级中学 畜牧兽医 25

畜牧兽医 昌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畜牧兽医 10

畜牧兽医 云南省昭通农业学校 畜牧兽医 20

中草药栽培技术 彝良县职业技术高级中学 中草药种植 25

畜牧兽医 彝良县职业技术高级中学 畜牧兽医 10

畜牧兽医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畜牧兽医 10

畜牧兽医 云南省普洱农业学校 畜牧兽医 10

畜牧兽医 临沧市农业学校 畜牧兽医 10

建筑室内设计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建筑装饰 5

机电一体化技术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机电技术应用 5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5

食品加工技术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食品生物工艺 4

智能控制技术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 5

药品生产技术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制药技术 5

药品质量与安全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药品食品检验 4

广告设计与制作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网页美术设计 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数字影像技术 4

工艺美术品设计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工艺美术 4

服装设计与工艺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5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安全防范技术 蒙自中等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 法律事务 10

法律事务 蒙自中等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 法律事务 10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运动训练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运动训练 100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红河州体育运动学校 学前教育 150

工程造价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财经学校 工程造价 10

统计与会计核算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财经学校 会计 10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财经学校 旅游服务与管理 5

工业机器人技术 红河州农业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红河州农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10

工艺美术品设计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红河州体育运动学校 工艺美术 10

建筑工程技术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施工 10

工程造价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10

机电一体化技术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技术应用 10

电气自动化技术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运行与控制 10

统计与会计核算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10

音乐表演 云南艺术学院 音乐 7

舞蹈表演 云南艺术学院 舞蹈表演 5

美术 云南艺术学院 美术绘画 8

助产 云南省昭通卫生学校 助产 20

护理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护理 50

护理 文山州卫生学校 护理 10

康复治疗技术 昭通卫生职业学院 康复技术 10

医学检验技术 昭通卫生职业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10

会计 昭通市财贸学校 会计 10

学前教育 昭通市财贸学校 学前教育 25

体育教育 昭通市体育运动学校 运动训练 5

学前教育 巧家县职业高级中学 学前教育 10

昭通卫生职业学院

昭通学院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