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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高职（专科）单招院校联系方式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网    址：www.kmyz.edu.cn 

院校地址：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莲华校区（云南省昆明

市学府路 388号） 

考试地址：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安宁校区（云南省昆明

市安宁市县街镇宁泊路 63号） 

邮政编码：650033 

联 系 人：杨涓海 

联系电话：0871-66051572、66050925（接听时间：工作

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网    址：http://www.yngtxy.net/ 

院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阳宗海风景名胜区观山 

考试地址：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阳宗海校区 

邮政编码：650212 

联 系 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871-68160678、68160078（接听时间：上午

9:00-11:45，下午 14:00-16:45）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需要考生自带考试常规用具； 艺

术类考生需携带铅笔、水彩或水粉、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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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网    址：www.ynjtc.com 

院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大学城万青路 

考试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万青路云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呈贡校区） 

邮政编码：650500 

联 系 人：宋老师、姚老师 

联系电话：0871-65926906、65926909（接听时间：工作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4:30-16:30）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网    址：http://www.kmvtc.net/ 

院校地址：云南省安宁市昆钢晓塘路 

考试地址：普通高中生职业适应性测试分别在昆明、曲靖、

大理、昭通、香格里拉等地州设置考点，具体考试地址以

准考证为准。 

三校生“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测试”考点设置在安宁市昆钢

晓塘路昆明工职院新校区。 

邮政编码：650302 

联 系 人：赵嘉雯 

联系电话：0871-68604025、68603303（接听时间：周一

至周五，上午 8:00-11:50，下午 14:30-17:40）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黑色钢笔，铅笔，计算器（不得

携带具有函数及文字储存功能的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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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网    址：http://www.ynavc.com/ 

院校地址：茭菱校区：昆明市茭菱路 128号 

小哨校区：昆明市官渡区空港经济区 

考试地址：昆明市茭菱路 128号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邮政编码：650000 

联 系 人：杨帅 

联系电话：0871-66073526、18388100355（接听时间：周

一至周五，上午 9:00—下午 17:00）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网    址：www.ynarts.cn 

院校地址：昆明市西山区碧鸡镇苏家村 17号 

考试地址：昆明市西山区碧鸡镇苏家村 17号 

邮政编码：650111 

联 系 人：栾亚敏、崔玥 

联系电话：0871-65167771（接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

午 8:30-12:00，下午 14:30-17:00）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1.美术设计类：铅笔、水彩或水

粉、画笔；2.表演类：练功服、舞蹈鞋、自带伴奏、自带

乐器（钢琴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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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网    址：www.ynasc.com 

院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埂体院路 3号 

考试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埂体院路 3号 

邮政编码：650228 

联 系 人：楚红、张立国、朱冕硕 

联系电话：15368087223、15987193477、13888018652（接

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00-17:00） 

综合素质面试考生需带本人身份证参加测试。（体育类考

生需备运动服装及运动鞋）。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民办） 

网    址：http://www.ynjgy.com/ 

院校地址：海源校区：昆明市五华区海屯路 296号 

安宁校区：安宁市职教园区麒麟路 17号 

考试地址：海源校区：昆明市五华区海屯路 296号 

安宁校区：安宁市职教园区麒麟路 17号 

邮政编码：650106 

联 系 人：钱俊峰 

联系电话：0871-68314770（接听时间：上午 08:30-12:00，

下午 14:00-17:30）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需要考生自带考试常规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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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网址：www.bannazy.cn 

院校地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宣慰大道 93号 

考试地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宣慰大道 93号 

邮政编码：666100 

联系人：杨灵、朱劼垚 

联系电话：0691-2122932（接听时间：上午 8:30-11:30，

下午 15:00-17:30）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需要考生自带考试常规用具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网址：http://www.yxnzy.net/ 

院校地址：玉溪市红塔区研和街道办事处向家庄 41号 

考试地址：玉溪市红塔区研和街道办事处向家庄 41号 

邮政编码：653106 

联系人：李玉萍 

联系电话：0877-2990142（接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12:00，下午 14:00-17:00）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网    址：www.ynny.cn 

院校地址：云南省曲靖市职教园区 

考试地址：云南省曲靖市职教园区 

邮政编码：6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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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曹振宇、董云波 

联系电话：0874-3181871（接听时间：工作日，上午

8:00-11:40，下午 14:30-17:00）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需要考生自带考试常规用具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网    址：www.ynou.cn 

院校地址：昆明市呈贡区启秀街 318号 

考试地址：昆明市呈贡区启秀街 318号 

邮政编码：650500 

联 系 人：张汝平 

联系电话：0871-65174953、65147037（接听时间：工作

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需要考生自带考试常规用具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网    址：www.ynmec.com 

院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路 704号 

考试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路 704号云南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 

邮政编码：650203 

联 系 人：朱彦 

联系电话：0871-65237409、65237414（接听时间：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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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网    址：www.ynftc.cn/ 

院校地址：昆明市盘龙区穿金路金殿 1号 

考试地址：普高生职业适应性测试根据考生报考人数在昆

明、大理、文山、红河、普洱、迪庆、怒江、昭通等州市

设置考点，具体地址以准考证为准。 

三校生“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在金殿校区（昆明市盘

龙区穿金路金殿 1号），具体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邮政编码：650224 

联 系 人：廖峥、孙举聪 

联系电话：0871-65015527（接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

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需要考生自带考试常规用具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民办） 

网    址：www.yncjxy.com/ 

院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杨林职教园区 

考试地址：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邮政编码：651700 

联 系 人：程安明 

联系电话：13987160013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需要考生自带常规考试用具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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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址：www.ynenc.cn 

院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职教园区麒麟路 15号 

考试地址：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邮政编码：650304 

联 系 人：王富敏 

联系电话：0871-68870811、68870812（接听时间：周一

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 

考生考试需备考试用具：黑色中性笔、2B铅笔、橡皮擦、

直尺、圆规、三角板 

 

云南工商学院（民办） 

网    址：https://www.yngsxy.net/ 

院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杨林职教园区官军路 

考试地址：云南工商学院校内（以准考证地址为准） 

邮政编码：651701 

联 系 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0871-67978799（接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

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 

考生考试需备考试用具：需要考生自带考试常规用具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网    址：http://www.qjyz.org/ 

院校地址：云南省曲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江大道 

考试地址：云南省曲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江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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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655011 

联 系 人：李斌、何家燕 

联系电话：0874-3126727（接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00，下午 14:30-17:00）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需要考生自带考试常规用具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民办） 

网    址：http://www.kmhpc.net 

院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东凤路 2005号 

考试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东凤路 2005号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邮政编码：650600 

联 系 人：胡正堂 

联系电话：0871-67882123、67883123（接听时间：周一

至周五，上午 8:00-11:30，下午 14:00-17:30）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网    址：http://www.ynctv.cn 

院校地址：昆明市龙泉路 268号 

考试地址：昆明市龙泉路 268号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邮政编码：650221 

联 系 人：陈老师、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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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871-65126270、65187890、65187502、65187607

（传真）（接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4:00-17:30）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网   址：www.dlafc.cn 

院校地址：大理市大理古城 214国道四路车终点站西侧 

考试地址：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邮政编码：671003 

联 系 人：岳荔 

联系电话：0872－2478398、2478396（传真）（接听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30）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需要考生自带考试常规用具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民办） 

网    址：www.ynjw.net 

院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 400号 

考试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 400号 

邮政编码：650114 

联 系 人：伍源波、孙正周 

联系电话：0871-68586688、68586366、68586788(传真)

（接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需要考生自带考试常规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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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职业学院 

网    址：http://www.yndhvc.com/ 

院校地址：云南省德宏州芒市营水路 11号 

考试地址：德宏职业学院（云南省德宏州芒市营水路 11号） 

邮政编码：678400 

联 系 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0692-2999725（接听时间：工作日，上午

8:00-11:40，下午 14:30-17:30） 

考生考试须具备考试工具：无特殊要求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网    址：http://www.hhwzy.cn/ 

院校地址：红河州蒙自市银河路南延长线小新寨水库旁 

考试地址：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邮政编码：661199 

联 系 人：肖潇 

联系电话：0873—3649578、3643417、3653696（接听时

间：周一至周五，早上 8：30-11:30，下午 14:30-17:30）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需要考生自带考试常规用具。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民办） 

网    址：http://www.fafl.cn 

院校地址：昆明市嵩明县杨林职教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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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地址：昆明市嵩明县杨林职教园区云南外事外语职业

学院 

邮政编码：651700 

联 系 人：王琳 

联系电话：0871-67985988、67985966（接听时间：上午

9:00至下午 17:30） 

考生考试须备考试用具：身份证明，应考时可携带黑色钢

笔、圆珠笔、铅笔、计算器（不得携带具有函数及文字储

存功能的计算器） 

 

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网    址：www.yntjzy.cn 

院校地址：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街道办事处万峰街 1606号 

考试地址：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呈贡校区）主教学楼 

邮政编码：650500 

联 系 人：张培新 

联系电话：13888995489（接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下午 17:30） 

考生技能考试须备考试用具：画板、画架、水彩颜料、 

素描铅笔、小水桶、橡皮檫、排笔、胶带纸、碳素笔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网    址：http://zs.csmzxy.edu.cn/ddzs.htm 

院校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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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万青路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呈贡校区） 

邮政编码：650500 

学校联系人：徐老师 

联系电话：0731-82763288（接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12:00，下午 14:00-15:00） 

考试地点联系人：姚老师 

联系电话：0871-65926906、65926909（接听时间：周一至

周五，上午 9:00-11:30，下午 14:30-16:30）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网    址：http://www.cswu.cn 

学校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南二路 151号 

联 系 人：林老师、刘老师、杨老师 

联系电话：023-65626666、023-65626165（传真） 

我校属教育部批准的跨省高职单独招生院校，考试地点设

在昆明市区（详见准考证），具体招生章程（方案）以学

校招生信息网公布的为准。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网    址：www.scp.edu.cn 

学校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呼兰路 883号 

联 系 人：周国华 

http://www.csw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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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1-68159612、56996297（接听时间：周一至

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 13:00-16:00）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网    址：www.sada.edu.cn 

学校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行公路 851号 

招办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02号 

联 系 人：胡斌 

联系电话：021-64398515（接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 12:30-1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