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
文史 国家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0T 泰语 呈贡校区 3400元 1

文史 国家专项批 5308 云南师范大学 1N
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传播学)

呈贡主校区 3400元 2

理工 国家专项批 1119 北京林业大学 23 旅游管理 校本部 500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1205 中国民航大学 0S 公共事业管理 校本部 520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1205 中国民航大学 0R
工商管理类(经济与金融、工商管理、
会计学、财务管理)

校本部 520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21A9
大连民族大学(少数
民族计划)

F1 城乡规划 只招少数民族，金石滩校区，学制五年 5200元 3

理工 国家专项批 21A9
大连民族大学(少数
民族计划)

B0 车辆工程 只招少数民族，金石滩校区 520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2201 吉林大学 99 动物科学(农林类) 前卫南区 418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22B0
东北师范大学(国家
公费师范生)

A7 (国家公费师范生)教育技术学(师范类) 净月校区 免费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3201 南京大学 17

理科试验班类(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
类)(环境工程、地质学、地球化学、水
文与水资源工程、地质工程、地下水科
学与工程、地理信息科学、自然地理与
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海洋
科学、环境科学(环境规划与管理方向)

、环境科学(环境化学与环境生物方向)

、地质学(古生物方向)、地理科学、大
气科学类、地球物理学)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 605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3304 浙江理工大学 54 纺织类(纺织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校本部 600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3305 温州医科大学 BJ
公共管理类(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
会保障、市场营销)

主校区 5300元 3

理工 国家专项批 3505 福建农林大学 22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专业体检受限要求详见学校招生章程。校本
部

5460元 2

理工 国家专项批 3507 福建师范大学 33 旅游管理类(旅游管理、酒店管理) 福建福州 546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4209 武汉理工大学 12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工程、环境科
学、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

校本部 4500元 2

理工 国家专项批 4213 华中师范大学 52 社会学类(社会工作、社会学) 校本部 450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4303 湖南大学 12 化学工程与工艺 湖南大学 650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4304 中南大学 67 矿物加工工程 校本部 3600元 2

云南省2021年第三轮征集志愿招生计划
院校 专业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国家专项批 4402 暨南大学 62 旅游管理 深圳校区 6000元 3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049 西南大学(荣昌校区) V1
水产类(农林类)(水产养殖学、水族科学
与技术)

荣昌校区 3700元 2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18 地理信息科学 呈贡校区 4500元 3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1C 地质学 呈贡校区 450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1X 档案学 东陆校区 400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1J 材料科学与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3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302 昆明理工大学 61 材料科学与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2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302 昆明理工大学 45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4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302 昆明理工大学 28 交通运输类(交通运输、交通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2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A 动物医学(农林类)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学制五年

4500元 13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6 动物科学(农林类)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

4500元 16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V 茶学(农林类)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

4500元 9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C 植物保护(农林类)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

4500元 6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304 西南林业大学 55 林学(农林类) 校本部 4500元 15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304 西南林业大学 56 园林(农林类) 校本部 4500元 29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304 西南林业大学 39 木材科学与工程 校本部 4500元 40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305 昆明医科大学 01 临床医学 主校区，学制五年 500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5308 云南师范大学 1Y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光
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呈贡主校区 4500元 1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6112 长安大学 20
地球物理学类(地球物理学、勘查技术
与工程)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主校区 待定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6208 西北民族大学 B5 食品科学与工程 榆中校区 450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6404 北方民族大学 16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
态学)

只招少数民族考生，北方民族大学 4400元 2

理工 国家专项批 6404 北方民族大学 01
材料类(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新能源材
料与器件、材料科学与工程)

只招少数民族考生，北方民族大学 480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6404 北方民族大学 10
化工与制药类(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
工程)

只招少数民族考生，北方民族大学 480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6404 北方民族大学 20
土木类(土木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
程)

只招少数民族考生，北方民族大学 480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6404 北方民族大学 12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网络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

只招少数民族考生，北方民族大学 440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6404 北方民族大学 09 公共管理类(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只招少数民族考生，北方民族大学 4400元 1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国家专项批 6404 北方民族大学 05

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
械电子工程、工业设计、过程装备与控
制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只招少数民族考生，北方民族大学 4800元 1

理工 国家专项批 6518 塔里木大学 AN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

校本部 3200元 1

文史 地方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0J 社会工作 东陆校区 4000元 1

文史 地方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0Q 法语 呈贡校区 3400元 1

文史 地方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0R 日语 呈贡校区 3400元 2

文史 地方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1U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会
计学、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旅游
管理)

归属经济管理类，大类培养阶段结束后在经
济学类、工商管理类所含全部专业范围内分
流。呈贡校区

4000元 3

文史 地方专项批 5308 云南师范大学 1K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
管理、审计学)

呈贡主校区 4000元 3

文史 地方专项批 5308 云南师范大学 2X
公共管理类(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
障、公共事业管理)

呈贡主校区 4000元 5

文史 地方专项批 5308 云南师范大学 1N
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传播学)

呈贡主校区 3400元 4

文史 地方专项批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38 人力资源管理 龙泉路校区 4000元 2

文史 地方专项批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30 工商管理 龙泉路校区 4000元 3

文史 地方专项批 5320 昆明学院 0L 英语(师范类) 加试外语口试，只招英语语种，校本部 3400元 1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1Q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生态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

归属生命化学类，大类培养阶段结束后在生
物科学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化学类所含
全部专业范围内（不含基地班和菁英班）分
流。呈贡校区

4500元 2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1F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归属生命化学类，大类培养阶段结束后在生
物科学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化学类所含
全部专业范围内（不含基地班和菁英班）分
流。呈贡校区

4500元 3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1N 土木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1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16 天文学 菁英班，呈贡校区 4500元 1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1J 材料科学与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2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1E 生物技术 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基地班，呈贡校区 4500元 1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19 大气科学 呈贡校区 4500元 1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15
化学类(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
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

归属生命化学类，大类培养阶段结束后在生
物科学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化学类所含
全部专业范围内（不含基地班和菁英班）分
流。呈贡校区

4500元 4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1 云南大学 1G 生态学 菁英班，呈贡校区 4500元 1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2 昆明理工大学 11 能源与动力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3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2 昆明理工大学 13 机械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3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2 昆明理工大学 26
水利类(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
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4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A 动物医学(农林类)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学制五年

4500元 5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2 农学(农林类)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

4500元 5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C 植物保护(农林类)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

4500元 5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Q 食品科学与工程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

4500元 7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R 食品质量与安全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

4500元 8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V 茶学(农林类)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

4500元 10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6 动物科学(农林类)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

4500元 10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5 昆明医科大学 01 临床医学 主校区，学制五年 5000元 1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8 云南师范大学 1K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
管理、审计学)

呈贡主校区 4000元 4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8 云南师范大学 24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

呈贡主校区 4500元 2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8 云南师范大学 2D

地理科学类(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
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地
理科学(师范))

呈贡主校区 4500元 2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8 云南师范大学 21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师范)、生物技术
、生态学)

呈贡主校区 4500元 6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08 云南师范大学 1Y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光
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呈贡主校区 4500元 5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30 工商管理 龙泉路校区 4000元 6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38 人力资源管理 龙泉路校区 4000元 4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34 市场营销 龙泉路校区 4000元 1

理工 地方专项批 5320 昆明学院 1Q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类) 校本部 4500元 1

艺术单考 一本 5315 云南艺术学院 15 舞蹈表演
认可云南艺术学院舞蹈表演专业成绩，按专
业成绩排序，呈贡校区

10000元 1

艺术统考
舞蹈类

一本 4404 华南农业大学 Y1 表演
认可统考舞蹈类专业成绩，按专业成绩排
序，男生身高不低于178CM，女生身高不低
于165CM，华南农业大学

10000元 1

艺术统考
舞蹈类

一本 5116 四川师范大学 1J 舞蹈表演
认可统考舞蹈类专业成绩，按专业成绩排
序，男生身高不低于1.73米，女生身高不低
于1.63米。成龙校区

10000元 1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体育 一本 5308 云南师范大学 18 体育教育(师范类校园足球)

录取原则：文化成绩（不分文理）达到合格
线，体育专业成绩不低于75分的情况下，按
照综合成绩[综合成绩=足球专项成绩×2.5+

（文化成绩-体育本科文化最低控制线）÷

7.72]排序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呈贡主校
区

3400元 1

文史 一本 1126 中央财经大学 25 汉语言文学 按学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学实际确定 5000元 1

文史 一本 1501 内蒙古大学 2A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蒙古语言文学，只招有专业志愿考生，北校
区

4620元 1

文史 一本 2101 辽宁大学 32 法语 沈阳蒲河校区 5200元 1

文史 一本 2123 东北财经大学 12 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广告学)

学生大学二年级依据个人意愿、学习成绩、
综合表现和学校相关规定在所录取专业类内
确定专业。校本部

4800元 2

文史 一本 21A2
东北财经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

47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与英国萨里大学合作办学专业，只录取有专
业志愿考生，要求考生英语成绩115分
（含）以上（英语满分不是150分的省份，
按满分的76.6%进行折算），首年强化英语
学习，升入大二时要求英文水平必须能够适
应全英文授课环境；学费60000元/年。校本
部

60000元 1

文史 一本 2301 黑龙江大学 07 社会学 哈尔滨市 3300元 3

文史 一本 2308 东北农业大学 25

金融学类(金融学、保险学、国际经济
与贸易、工商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农林经济管理)

校本部 4000元 2

文史 一本 3106 上海海事大学 0R
外国语言文学类(英语、翻译、商务英
语)

主校区 5000元 4

文史 一本 3106 上海海事大学 1A

经济学类(经济学(海运与物流经济)、国
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海运金融)、会
计学、会计学(国际会计)、会计学(管理
会计)、会计学(ACCA)、财务管理、工
商管理、旅游管理、电子商务、供应链
管理)

主校区 5000元 2

文史 一本 3118 华东政法大学 3Y 文化产业管理 松江校区 5000元 1

文史 一本 3169
上海海洋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

44 市场营销(中外合作办学) 校本部 15000元 1

文史 一本 3213 江苏大学 13 市场营销 校本部 5200元 2

文史 一本 3225 南京审计大学 12 人力资源管理 校本部 5200元 2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文史 一本 3250 西交利物浦大学 02
建筑类(中外合作办学)(建筑学、城乡规
划、土木工程)

专业课全英文授课；西浦按大类招生，大类
名称仅用于志愿填报，入学后第二学期选专
业，目前开设45个本科专业。西交利物浦大
学

88000元 5

文史 一本 3250 西交利物浦大学 03

数学类(中外合作办学)(金融数学、精算
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应用统计学)

专业课全英文授课；西浦按大类招生，大类
名称仅用于志愿填报，入学后第二学期选专
业，目前开设45个本科专业。西交利物浦大
学

88000元 12

文史 一本 3250 西交利物浦大学 01

工商管理类(中外合作办学)(经济学、经
济与金融、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
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国际商务、
人力资源管理、供应链管理)

专业课全英文授课；西浦按大类招生，大类
名称仅用于志愿填报，入学后第二学期选专
业，目前开设45个本科专业。西交利物浦大
学

88000元 4

文史 一本 3250 西交利物浦大学 04

外国语言文学类(中外合作办学)(国际事
务与国际关系、汉语国际教育、英语、
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影视摄影与制作
、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

只招英语语种，专业课全英文授课；西浦按
大类招生，大类名称仅用于志愿填报，入学
后第二学期选专业，目前开设45个本科专业
。西交利物浦大学

88000元 1

文史 一本 32G0 南京中医药大学 1M 护理学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仙林校区 待定 2

文史 一本 3311 浙江工商大学 62 旅游管理类(旅游管理、酒店管理) 杭州 5300元 1

文史 一本 3311 浙江工商大学 68 外国语言文学类(英语、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杭州 5300元 1

文史 一本 3325 宁波诺丁汉大学 01 国际商务(中外合作办学)

英语单科不低于115分，含4个专业方向：国
际商务管理，国际商务与国际传播学，国际
商务与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汉语，国际
商务经济学。宁波

100000元 2

文史 一本 3373 温州肯恩大学 26 英语(中外合作办学)(国际应用方向)
只招英语语种，全英文教学，要求英语成绩
不低于110分。校本部

65000元 1

文史 一本 3373 温州肯恩大学 24 会计学(中外合作办学)(国际会计方向)
全英文教学，要求英语成绩不低于110分。
校本部

65000元 2

文史 一本 3373 温州肯恩大学 23 国际商务(中外合作办学)
全英文教学，要求英语成绩不低于110分。
校本部

65000元 1

文史 一本 3401 安徽大学 18 法语 学费待定，以物价局批复为准。蜀山校区 待定 1

文史 一本 3505 福建农林大学 C4 茶学
专业体检受限要求详见学校招生章程。安溪
校区

5460元 3

文史 一本 3507 福建师范大学 05 法学 福建福州 5460元 1

文史 一本 3603 东华理工大学 0S
工商管理类(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
营销)

南昌校区 4660元 3

文史 一本 3607 江西农业大学 E6 农林经济管理 东校区 4660元 2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文史 一本 3615 江西财经大学 11
公共管理类(劳动与社会保障、行政管
理)

南昌市 4660元 1

文史 一本 3615 江西财经大学 28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程管理、房地产
开发与管理)

南昌市 4660元 1

文史 一本 3723 山东财经大学 0B
公共管理类(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
障、城市管理)

圣井校区 5000元 2

文史 一本 3726 青岛大学 1S 工商管理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金家岭校区 待定 3

文史 一本 3727 烟台大学 08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
准，烟台大学

待定 2

文史 一本 4155 河南师范大学 25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历史)

河南省新乡市建设东路46号 4400元 1

文史 一本 4211 华中农业大学 62 外国语言文学类(英语、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校本部 5850元 1

文史 一本 430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4 物流管理 湖南省长沙市 5000元 1

文史 一本 430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37
工商管理类(市场营销、会计学、国际
商务、人力资源管理、农林经济管理)

湖南省长沙市 5000元 3

文史 一本 430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46
旅游管理类(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
展经济与管理)

湖南省长沙市 5000元 3

文史 一本 4405 广州中医药大学 0K 健康服务与管理 校本部 6060元 1

文史 一本 4405 广州中医药大学 0N 护理学 不招色盲色弱，校本部 7660元 1

文史 一本 4429 南方医科大学 0Z 法学(卫生法学) 校本部 6060元 1

文史 一本 4429 南方医科大学 0X 公共事业管理 校本部 6060元 1

文史 一本 4442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
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
院

03
外国语言文学类(中外合作办学)(英语
(中外合作办学)、翻译(中外合作办学))

只招英语语种，大类招生。第一学年第一学
期第十周前最后确认专业分流。英语单科成
绩不低于110分。英文教学。校本部

90000元 2

文史 一本 4442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
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
院

01

工商管理类(中外合作办学)(财务管理
(中外合作办学)、人力资源管理(中外合
作办学)、市场营销(中外合作办学)、工
商管理(中外合作办学)、文化产业管理
(中外合作办学))

大类招生。工商管理专业培养创业与创新管
理、电子商务与资讯系统管理方向；文化产
业管理专业培养文化创意与管理，旅游、酒
店与会展管理方向。第一学年第一学期第十
周前最后确认专业分流。英语单科成绩不低
于100分。英文教学。校本部

90000元 1

文史 一本 4501 广西大学 32 越南语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5448元 1

文史 一本 4602 海南大学 09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一年级在城西校区就读，海
甸校区

4600元 1

文史 一本 4603 海南师范大学 28 工商管理类(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 桂林洋校区 4620元 2

文史 一本 5005 西南大学 61
公共管理类(行政管理、哲学、文化产
业管理、社会工作)

北碚校区 4500元 1

文史 一本 5010 四川外国语大学 42 金融科技 校本部 5500元 1

文史 一本 5011 西南政法大学 0H 行政管理 校本部 5600元 1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文史 一本 5020

西南大学(定向西藏
就业)（只招589分
（含）以上考生）

91 (非西藏生定藏就业)学前教育(师范类)

只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充实西藏县以
下基层干部队伍，在藏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
。报考本专业的考生需到县（市、区）招办
填写《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考定向西
藏就业志愿申请书》，并由考生家长或监护
人签署意见后，所填报的志愿方为有效志
愿，否则视为无效志愿，北碚校区

免费 1

文史 一本 5114 成都中医药大学 0J 护理学 不予录取色弱、色盲考生，主校区 5000元 1

文史 一本 5116 四川师范大学 19 财务管理 成龙校区 3700元 1

文史 一本 5142
西南民族大学(少数
民族计划)

C3 旅游管理 只招少数民族考生，航空港校区 4400元 6

文史 一本 5301 云南大学 1X 档案学 东陆校区 4000元 1

文史 一本 5301 云南大学 1Y 信息资源管理 东陆校区 4000元 1

文史 一本 5301 云南大学 0T 泰语 呈贡校区 3400元 2

文史 一本 5302 昆明理工大学 69 护理学 呈贡校区 4500元 8

文史 一本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V 茶学(农林类)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

4500元 40

文史 一本 5308 云南师范大学 2X
公共管理类(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
障、公共事业管理)

呈贡主校区 4000元 38

文史 一本 5308 云南师范大学 71 社会工作 呈贡主校区 4000元 7

文史 一本 5308 云南师范大学 2J 旅游管理 呈贡主校区 4000元 33

文史 一本 5310 曲靖师范学院 0H 英语(师范类) 加试外语口试，只招英语语种，校本部 3400元 7

文史 一本 5313 红河学院 4A 英语 加试外语口试，只招英语语种，校本部 3400元 18

文史 一本 5313 红河学院 1A 汉语言文学(师范类) 校本部 3400元 26

文史 一本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63 旅游管理 安宁校区 4000元 22

文史 一本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4M 物流管理
按照学校建设及发展规划，2022年迁至安宁
校区学习。龙泉路校区

4000元 24

文史 一本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8G 国际经济与贸易 龙泉路校区 4000元 26

文史 一本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75 会展经济与管理 安宁校区 4000元 39

文史 一本 5316 云南民族大学 32 越南语
加试外语口试，只招英语语种，须外语口试
合格，雨花校区

3400元 6

文史 一本 5316 云南民族大学 27 缅甸语
加试外语口试，只招英语语种，须外语口试
合格，雨花校区

3400元 5

文史 一本 5316 云南民族大学 09 国际经济与贸易 雨花校区 4000元 15

文史 一本 5317 玉溪师范学院 07 英语(师范类)
加试外语口试，只招英语语种，高考英语单
科成绩不低于90分。玉溪师范学院

3400元 1

文史 一本 5318 楚雄师范学院 0P 英语(师范类) 加试外语口试，只招英语语种，校本部 3200元 7

文史 一本 5320 昆明学院 0L 英语(师范类) 加试外语口试，只招英语语种，校本部 3400元 7

文史 一本 53A2
昆明理工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

Z0 物流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呈贡校区 29000元 8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文史 一本 53A6
云南财经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

4X 金融学类(中外合作办学)(金融学)
中英合作办学专业，合格毕业生可获国内外
双文凭。龙泉路校区

15600元 34

文史 一本 53A6
云南财经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

5B
经济与贸易类(中外合作办学)(国际经济
与贸易)

中美合作办学专业，合格毕业生可获国内外
双文凭。龙泉路校区

15600元 78

文史 一本 53A6
云南财经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

5F 工商管理类(中外合作办学)(会计学)
中澳合作办学专业，合格毕业生可获国内外
双文凭。龙泉路校区

15600元 76

文史 一本 53B2

云南财经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酒店管理专
业)

77 旅游管理类(中外合作办学)(酒店管理)
中法合作办学专业，合格毕业生可获国内外
双文凭。安宁校区

15600元 15

文史 一本 53P1
云南师范大学(定向
西藏就业)

78 (非西藏生定藏就业)学前教育(师范类)

只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充实西藏县以
下基层干部队伍，在藏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
。报考本专业的考生需到县（市、区）招办
填写《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考定向西
藏就业志愿申请书》，并由考生家长或监护
人签署意见后，所填报的志愿方为有效志
愿，否则视为无效志愿，呈贡主校区

3400元 4

文史 一本 6122 西北政法大学 39
经济学类(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
、国际经济与贸易)

校本部 5000元 1

文史 一本 61A3

陕西师范大学(定向
西藏就业)（只招577

分（含）以上考生）
42

(非西藏生定藏就业)汉语言文学(师范
类)

只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充实西藏县以
下基层干部队伍，在藏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
。报考本专业的考生需到县（市、区）招办
填写《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考定向西
藏就业志愿申请书》，并由考生家长或监护
人签署意见后，所填报的志愿方为有效志
愿，否则视为无效志愿，校本部

免费 1

理工 一本 1104 北京交通大学 11
电气类(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轨道牵引电气化))

校本部 5500元 8

理工 一本 1104 北京交通大学 04

经济管理试验班(经济学、金融学、劳
动与社会保障、会计学、财务管理、工
商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工程管
理、物流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保密管理)

校本部 5000元 5

理工 一本 1104 北京交通大学 13

理科试验班类(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
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纳米材料与
技术(智能材料方向))

校本部 5500元 8

理工 一本 1125 中国传媒大学 55 电子信息工程 校本部 5500元 1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1151

北京林业大学(定向
西藏就业)（只招545

分（含）以上考生）
35

(非西藏生定藏就业)林业工程类(木材科
学与工程、木材科学与工程(家具设计
与制造方向)、木材科学与工程(木结构
材料与工程方向)、林产化工、林产化
工(制浆造纸工程方向)、林产化工(生物
质能源科学与工程方向))

只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充实西藏县以
下基层干部队伍，在藏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
。报考本专业的考生需到县（市、区）招办
填写《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考定向西
藏就业志愿申请书》，并由考生家长或监护
人签署意见后，所填报的志愿方为有效志
愿，否则视为无效志愿，校本部

5500元 2

理工 一本 1151

北京林业大学(定向
西藏就业)（只招545

分（含）以上考生）
11

(非西藏生定藏就业)林学类(林学、森林
保护、林学(城市林业方向)、经济林)

只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充实西藏县以
下基层干部队伍，在藏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
。报考本专业的考生需到县（市、区）招办
填写《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考定向西
藏就业志愿申请书》，并由考生家长或监护
人签署意见后，所填报的志愿方为有效志
愿，否则视为无效志愿，校本部

2500元 2

理工 一本 1193

中央民族大学(定向
西藏就业)（只招568

分（含）以上考生）
34

(非西藏生定藏就业)生物科学类(生物科
学、生态学)

只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充实西藏县以
下基层干部队伍，在藏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
。报考本专业的考生需到县（市、区）招办
填写《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考定向西
藏就业志愿申请书》，并由考生家长或监护
人签署意见后，所填报的志愿方为有效志
愿，否则视为无效志愿，丰台校区

5300元 3

理工 一本 11B9
北方工业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

0V 土木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4+0模式，与英国伦敦布鲁内尔大学合作；
高考英语成绩不低于100分，校本部

65000元 1

理工 一本 1208 天津医科大学 2T 护理学 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气象台路校区 5800元 3

理工 一本 1209 天津中医药大学 25 制药工程
外语语种要求参考《天津中医药大学2021年
普通本科招生章程》第十七条，校本部

5400元 2

理工 一本 1209 天津中医药大学 27
工商管理类(市场营销、市场营销(国际
营销班))

外语语种要求参考《天津中医药大学2021年
普通本科招生章程》第十七条，校本部

4400元 3

理工 一本 1213 天津商业大学 2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天津商业大学 5400元 2

理工 一本 1214 天津财经大学 2W 物流管理 校本部 4400元 3

理工 一本 1216 河北工业大学 1L 生物医学工程 天津 5800元 1

理工 一本 12B2
天津外国语大学(非
通用语种专业)

22 豪萨语 加试外语口试，只招英语语种，马场道校区 5400元 1

理工 一本 12B2
天津外国语大学(非
通用语种专业)

23 柬埔寨语 加试外语口试，只招英语语种，马场道校区 5400元 1

理工 一本 1301 河北大学 90 智能建造 五四路校区 5390元 2

理工 一本 1304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0U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工程造价)

主校区 5000元 2

理工 一本 1305 华北理工大学 18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安全工程、地质工
程)

主校区 4900元 2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1305 华北理工大学 19
矿业类(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石
油工程)

主校区 4900元 2

理工 一本 1312 河北师范大学 0A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非
师范兼招)、信息安全、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

校本部 4900元 1

理工 一本 1317 燕山大学 26
化工与制药类(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
化学工程、生物工程)

校本部 5390元 1

理工 一本 1321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0F 核生化消防
非公安专业，自主就业。条件详见招生章程
。不建议女生报考。主校区

4900元 1

理工 一本 1403 太原理工大学 1U 纺织工程 明向校区 5500元 1

理工 一本 1434 山西大学 06 旅游管理 坞城校区 5175元 2

理工 一本 1434 山西大学 26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科学、环境工
程)

东山新校区 5520元 1

理工 一本 1501 内蒙古大学 4J 物流管理 南校区 5060元 1

理工 一本 2103 沈阳工业大学 B2 金属材料工程 校本部 5200元 2

理工 一本 2103 沈阳工业大学 B1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校本部 5700元 2

理工 一本 2107 辽宁科技大学 A2 冶金工程 校本部 5200元 1

理工 一本 2107 辽宁科技大学 A1 材料科学与工程 校本部 5200元 2

理工 一本 2108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44 环境生态工程 阜新校区中华路校园 5200元 4

理工 一本 2108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43 环境工程 阜新校区中华路校园 5200元 3

理工 一本 2108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40 金属材料工程 阜新校区中华路校园 5200元 4

理工 一本 2108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01 采矿工程 只招男生，阜新校区中华路校园 5200元 4

理工 一本 2108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22 工程管理 葫芦岛校区龙湾校园 5200元 3

理工 一本 2108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41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阜新校区中华路校园 5200元 5

理工 一本 2108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39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阜新校区中华路校园 5200元 3

理工 一本 2111 大连交通大学 14 焊接技术与工程 旅顺口校区 5200元 2

理工 一本 2114 沈阳建筑大学 0Y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主校区 5200元 1

理工 一本 2118 沈阳药科大学 B7 医疗产品管理
不招收色盲、色弱及化学试剂过敏考生，南
校区

5200元 1

理工 一本 2123 东北财经大学 29 物流管理 校本部 5200元 1

理工 一本 2123 东北财经大学 41 旅游管理类(旅游管理、酒店管理)

学生大学二年级依据个人意愿、学习成绩、
综合表现和学校相关规定在所录取专业类内
确定专业。校本部

5200元 1

理工 一本 2123 东北财经大学 35
公共管理类(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

学生大学二年级依据个人意愿、学习成绩、
综合表现和学校相关规定在所录取专业类内
确定专业。校本部

5200元 1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21A2
东北财经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

47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与英国萨里大学合作办学专业，只录取有专
业志愿考生，要求考生英语成绩115分
（含）以上（英语满分不是150分的省份，
按满分的76.6%进行折算），首年强化英语
学习，升入大二时要求英文水平必须能够适
应全英文授课环境；学费60000元/年。校本
部

60000元 1

理工 一本 21A9
大连民族大学(少数
民族计划)

C6 工业设计 只招少数民族，开发区校区 5200元 2

理工 一本 2201 吉林大学 79
地质类(地质学、资源勘查工程、土地
资源管理)

前卫南区 4230元 2

理工 一本 2202 延边大学 49 旅游管理 珲春校区 4180元 2

理工 一本 2202 延边大学 48 物流管理 珲春校区 4180元 3

理工 一本 2203 长春理工大学 J2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因教学特点和要求，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
考。西校区

4620元 2

理工 一本 2203 长春理工大学 M1 法学 西校区 4600元 2

理工 一本 2203 长春理工大学 H3 生物医学工程 南校区 5050元 3

理工 一本 2203 长春理工大学 G1 化学工程与工艺 南校区 4150元 1

理工 一本 2203 长春理工大学 T2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会计学) 西校区 4180元 1

理工 一本 2203 长春理工大学 F1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西校区 4300元 1

理工 一本 2209 长春中医药大学 07 针灸推拿学 不招色盲色弱，长春中医药大学，学制五年 5060元 6

理工 一本 2301 黑龙江大学 59 化学工程与工艺 哈尔滨市 4000元 1

理工 一本 2301 黑龙江大学 62 环境科学 哈尔滨市 4000元 1

理工 一本 2305 东北石油大学 57 应用统计学 大庆校区 4500元 1

理工 一本 2305 东北石油大学 16 工程管理 大庆校区 4500元 1

理工 一本 2305 东北石油大学 68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
计学、财务管理)

专业分流前先按该专业类所含专业的最低学
费标准收取学费，待专业分流后再按所分流
专业的学费标准收取学费，并补齐专业分流
前的差额。大庆校区

3

理工 一本 2305 东北石油大学 36 金属材料工程 大庆校区 4500元 1

理工 一本 2305 东北石油大学 58 应用物理学 大庆校区 2800元 1

理工 一本 2308 东北农业大学 0E
动物生产类(动物科学、草业科学、水
产养殖学)

校本部 4000元 3

理工 一本 2310 哈尔滨医科大学 0K 生物医学工程 校本部 5000元 3

理工 一本 2310 哈尔滨医科大学 0E 临床药学 校本部，学制五年 5000元 2

理工 一本 231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04 中西医临床医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学制五年 5500元 1

理工 一本 2337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 市场营销 校本部 3500元 2

理工 一本 2337 哈尔滨理工大学 1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校本部 3500元 1

理工 一本 2337 哈尔滨理工大学 21 人力资源管理 校本部 3500元 1

理工 一本 2337 哈尔滨理工大学 09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校本部 3500元 2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2337 哈尔滨理工大学 06 金属材料工程 校本部 3500元 1

理工 一本 2375
东北林业大学(定向
西藏就业)

01
(非西藏生定藏就业)林学类(林学、森林
保护)

只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充实西藏县以
下基层干部队伍，在藏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
。报考本专业的考生需到县（市、区）招办
填写《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考定向西
藏就业志愿申请书》，并由考生家长或监护
人签署意见后，所填报的志愿方为有效志
愿，否则视为无效志愿，校本部

3000元 1

理工 一本 2375
东北林业大学(定向
西藏就业)

29 (非西藏生定藏就业)土木工程

只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充实西藏县以
下基层干部队伍，在藏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
。报考本专业的考生需到县（市、区）招办
填写《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考定向西
藏就业志愿申请书》，并由考生家长或监护
人签署意见后，所填报的志愿方为有效志
愿，否则视为无效志愿，校本部

4800元 1

理工 一本 2375
东北林业大学(定向
西藏就业)

31 (非西藏生定藏就业)工程管理

只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充实西藏县以
下基层干部队伍，在藏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
。报考本专业的考生需到县（市、区）招办
填写《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考定向西
藏就业志愿申请书》，并由考生家长或监护
人签署意见后，所填报的志愿方为有效志
愿，否则视为无效志愿，校本部

3500元 1

理工 一本 3108 上海电力大学 74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临港校区 5000元 1

理工 一本 3128 上海政法学院 0F 国际经济与贸易 校本部 5000元 1

理工 一本 3150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01 机械工程(卓越工程师班) 校本部 5000元 1

理工 一本 3159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4 旅游管理 松江校区 5000元 1

理工 一本 3162 上海师范大学 7K
地理科学类(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
与城乡规划)

建议无色盲。上海 5000元 2

理工 一本 3172
上海师范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

88 土木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中英合作。建议近视不高于800度。上海 15000元 3

理工 一本 3172
上海师范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

84 汽车服务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中德合作。建议无色盲。上海 15000元 2

理工 一本 3202 苏州大学 1Y 金属材料工程 苏州 5800元 1

理工 一本 3206 江苏科技大学 17 蚕学 江苏镇江 2500元 2

理工 一本 3207 中国矿业大学 0J
化工与制药类(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
化学、生物工程、能源化学工程)

中国矿业大学 5500元 1

理工 一本 3208 南京工业大学 48

材料类(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
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复合材料与工程)

江浦校区 5800元 3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3209 南京邮电大学 16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三牌楼校区 5200元 6

理工 一本 3209 南京邮电大学 0D 测控技术与仪器 仙林校区 5800元 4

理工 一本 3209 南京邮电大学 0E
材料类(材料物理、材料化学、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

仙林校区 5800元 3

理工 一本 3209 南京邮电大学 0B
地理科学类(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
与城乡规划)

仙林校区 5500元 3

理工 一本 3213 江苏大学 43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校本部 5800元 5

理工 一本 3213 江苏大学 48 金属材料工程 校本部 6380元 6

理工 一本 321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科学、环境工
程)

校本部 5800元 1

理工 一本 3217 南京财经大学 0J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食工、食质、粮
工)(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粮食工程)

仙林校区 6300元 3

理工 一本 3217 南京财经大学 0W 工业工程 仙林校区 5200元 2

理工 一本 3217 南京财经大学 04 金融数学 仙林校区 5200元 1

理工 一本 3217 南京财经大学 0E 数学与应用数学 仙林校区 5500元 1

理工 一本 3217 南京财经大学 0Y 电子商务 仙林校区 5200元 2

理工 一本 3217 南京财经大学 0L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仙林校区 5200元 2

理工 一本 3224 扬州大学 AD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扬州市 5800元 2

理工 一本 3224 扬州大学 AE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扬州市 5800元 1

理工 一本 3224 扬州大学 0X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扬州市 6380元 1

理工 一本 3225 南京审计大学 0N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校本部 5800元 1

理工 一本 3252 南通大学 45 生物技术 江苏南通 5500元 3

理工 一本 3252 南通大学 58 物联网工程 江苏南通 5800元 3

理工 一本 32G0 南京中医药大学 0M 助产学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仙林校区 待定 1

理工 一本 32G0 南京中医药大学 6D 药事管理 仙林校区 6800元 4

理工 一本 330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3 测控技术与仪器 校本部 6000元 2

理工 一本 3303 浙江工业大学 20 安全工程
第一学年在屏峰校区就读，第二学年起在莫
干山校区就读。屏峰校区

6000元 2

理工 一本 3305 温州医科大学 84 护理学 主校区 6000元 2

理工 一本 3305 温州医科大学 8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主校区 5300元 2

理工 一本 3314 中国计量大学 42
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
械电子工程)

杭州市 5500元 1

理工 一本 3314 中国计量大学 58 工业工程 杭州市 4800元 1

理工 一本 3314 中国计量大学 59 安全工程 杭州市 5500元 2

理工 一本 3314 中国计量大学 55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杭州市 5500元 3

理工 一本 3314 中国计量大学 72 卫生检验与检疫 杭州市 4800元 1

理工 一本 3314 中国计量大学 78 工业设计 杭州市 5500元 2

理工 一本 3314 中国计量大学 51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杭州市 6325元 4

理工 一本 3319 宁波大学 78 海洋药学 梅山校区，梅山校区 6000元 4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3319 宁波大学 79 食品科学与工程 梅山校区，梅山校区 6000元 4

理工 一本 3319 宁波大学 77 生物科学类(生物技术、水产养殖学) 梅山校区，按类招生，梅山校区 5300元 2

理工 一本 3331 浙江农林大学 3M 木材科学与工程 东湖校区 6000元 4

理工 一本 3332 杭州师范大学 QJ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下沙校区 5300元 1

理工 一本 3373 温州肯恩大学 3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全英文教学，要求英语成绩不低于110分。
校本部

65000元 1

理工 一本 3373 温州肯恩大学 24 会计学(中外合作办学)(国际会计方向)
全英文教学，要求英语成绩不低于110分。
校本部

65000元 2

理工 一本 3373 温州肯恩大学 35 化学(中外合作办学)
全英文教学，要求英语成绩不低于110分。
校本部

65000元 2

理工 一本 3373 温州肯恩大学 23 国际商务(中外合作办学)
全英文教学，要求英语成绩不低于110分。
校本部

65000元 1

理工 一本 3401 安徽大学 0F 地理科学类(地理信息科学、生态学) 学费待定，以物价局批复为准。磬苑校区 待定 1

理工 一本 3403 合肥工业大学 42 金融工程 合肥 5000元 1

理工 一本 3403 合肥工业大学 52 化学工程与工艺 合肥 5000元 1

理工 一本 3403 合肥工业大学 45 电子商务 合肥 5500元 1

理工 一本 3404 安徽理工大学 1M 地质工程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校本部 待定 2

理工 一本 3404 安徽理工大学 1X 环境工程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校本部 待定 1

理工 一本 3404 安徽理工大学 1R 采矿工程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校本部 待定 2

理工 一本 3404 安徽理工大学 0P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校本部 待定 2

理工 一本 3404 安徽理工大学 20 安全工程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校本部 待定 1

理工 一本 3405 安徽农业大学 03 茶学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校本部 待定 2

理工 一本 3405 安徽农业大学 9A
植物生产类(I)(农学、种子科学与工程
、草业科学)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校本部 待定 2

理工 一本 3408 安徽师范大学 05 旅游管理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花津校区 待定 3

理工 一本 3505 福建农林大学 D2
林学类(林学、森林保护、水土保持与
荒漠化防治)

专业体检受限要求详见学校招生章程。校本
部

5460元 8

理工 一本 3505 福建农林大学 69 森林工程
专业体检受限要求详见学校招生章程。福州
大学城校区

5460元 4

理工 一本 3507 福建师范大学 41
能源动力类(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储能
科学与工程)

福建福州 5460元 3

理工 一本 3520
厦门大学(医学护理
类)

C5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预防医学、医
学检验技术)

其中预防医学专业学制5年，翔安校区 5460元 1

理工 一本 3528 福建医科大学 0T 护理学 校本部 6760元 3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3588

厦门大学(定向西藏
计划)（只招594分
（含）以上考生）

F2 (非西藏生定藏就业)预防医学

只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充实西藏县以
下基层干部队伍，在藏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
。报考本专业的考生需到县（市、区）招办
填写《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考定向西
藏就业志愿申请书》，并由考生家长或监护
人签署意见后，所填报的志愿方为有效志
愿，否则视为无效志愿，翔安校区，学制五
年

5460元 1

理工 一本 3601 南昌大学 68 护理学 前湖校区 5550元 3

理工 一本 3603 东华理工大学 02
地质类(资源勘查工程、旅游地学与规
划工程)

南昌校区 4940元 2

理工 一本 3603 东华理工大学 06 勘查技术与工程 南昌校区 4940元 2

理工 一本 3605 江西理工大学 0E 金属材料工程 赣州校区 4940元 1

理工 一本 3605 江西理工大学 04 地质工程 赣州校区 4940元 1

理工 一本 3607 江西农业大学 B3 林学(农林类) 南北校区 4090元 4

理工 一本 3607 江西农业大学 C1 动物科学(农林类) 南北校区 4090元 3

理工 一本 3607 江西农业大学 A1 农学(农林类) 南北校区 4090元 2

理工 一本 3607 江西农业大学 F2 农业资源与环境(农林类) 南北校区 4090元 4

理工 一本 3607 江西农业大学 E6 农林经济管理 东校区 4660元 2

理工 一本 3607 江西农业大学 C3 动物医学(农林类) 南北校区，学制五年 4090元 1

理工 一本 3608 江西中医药大学 0Q 药学 江西中医药大学 5220元 1

理工 一本 3610 江西师范大学 1J 工商管理(互联网创业方向) 江西省南昌市江西师范大学 4660元 1

理工 一本 3704 青岛科技大学 0T 金属材料工程 青岛市 5000元 4

理工 一本 3704 青岛科技大学 0R 材料物理 青岛市 5000元 2

理工 一本 3715 山东师范大学 X4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济南市 待定 3

理工 一本 3715 山东师范大学 BL 金融学类(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济南市 待定 2

理工 一本 3715 山东师范大学 T4 环境科学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济南市 待定 2

理工 一本 3723 山东财经大学 0K 数学与应用数学 圣井校区 4900元 2

理工 一本 3726 青岛大学 7G 行政管理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金家岭校区 待定 1

理工 一本 3726 青岛大学 66 国际政治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金家岭校区 待定 1

理工 一本 3726 青岛大学 19 纺织类(纺织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浮山校区 待定 2

理工 一本 3726 青岛大学 0K 朝鲜语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浮山校区 待定 1

理工 一本 3727 烟台大学 55 水产养殖学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烟台大学 待定 6

理工 一本 3727 烟台大学 50 环保设备工程 收费标准以物价局批复为准，烟台大学 待定 1

理工 一本 37A0 山东科技大学 41 地质工程 学费以物价局批复为准，青岛校区 待定 2

理工 一本 410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16 工程力学 花园校区 5000元 1

理工 一本 4106 河南科技大学 25 车辆工程 河南科技大学西苑校区 5500元 6

理工 一本 4106 河南科技大学 2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河南科技大学开元校区 5500元 3

理工 一本 4111 河南大学 0T 环境科学 河南大学开封校区 5000元 1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4155 河南师范大学 1Z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科学、环境工
程)

河南省新乡市建设东路46号 5000元 2

理工 一本 4204 长江大学 19

化工与制药类(化学工程与工艺(绿色化
工、能源化工)、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功
能高分子材料、新能源材料))

荆州校区 4500元 2

理工 一本 4204 长江大学 34
地理信息科学(GIS、测绘，含省支柱产
业人才计划)

武汉校区 4500元 1

理工 一本 4204 长江大学 29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环境生态工程、地球化学(资源、环
境))

武汉校区 4500元 2

理工 一本 4205 武汉工程大学 1M 安全工程 校本部 4500元 1

理工 一本 420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35 广播电视学 南望山校区 4500元 1

理工 一本 420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9 土地整治工程 色盲色弱考生不能填报，南望山校区 4500元 1

理工 一本 420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41 应急管理 南望山校区 4500元 1

理工 一本 4210 湖北工业大学 12
材料类(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科学
与工程)

校本部 5850元 1

理工 一本 4221 中南民族大学 23
生物医学工程类(医学信息工程、生物
医学工程)

校本部 5850元 5

理工 一本 4221 中南民族大学 18 材料类(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校本部 4500元 4

理工 一本 42D0

武汉大学(定向西藏
就业)（只招604分
（含）以上考生）

G5

(非西藏生定藏就业)临床医学类(临床医
学(五年制，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医
学检验技术(四年制))

只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充实西藏县以
下基层干部队伍，在藏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
。报考本专业的考生需到县（市、区）招办
填写《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考定向西
藏就业志愿申请书》，并由考生家长或监护
人签署意见后，所填报的志愿方为有效志
愿，否则视为无效志愿，含首批卓越医生教
育培养计划，校本部，学制五年

4500元 2

理工 一本 42D0

武汉大学(定向西藏
就业)（只招604分
（含）以上考生）

G3

(非西藏生定藏就业)测绘类(含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划)(测绘工程(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导航工程)

只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充实西藏县以
下基层干部队伍，在藏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
。报考本专业的考生需到县（市、区）招办
填写《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考定向西
藏就业志愿申请书》，并由考生家长或监护
人签署意见后，所填报的志愿方为有效志
愿，否则视为无效志愿，色弱、色盲、肢体
残疾者不宜报考测绘工程专业，校本部

5850元 2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42D0

武汉大学(定向西藏
就业)（只招604分
（含）以上考生）

E9

(非西藏生定藏就业)工科试验班(一流学
科群)(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材
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金属材料工程、能
源与动力工程、、能源化学工程、核工
程与核技术、土木工程（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力
学、水利水电工程（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农业水利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
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只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充实西藏县以
下基层干部队伍，在藏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
。报考本专业的考生需到县（市、区）招办
填写《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考定向西
藏就业志愿申请书》，并由考生家长或监护
人签署意见后，所填报的志愿方为有效志
愿，否则视为无效志愿，含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计划；色弱、色盲不宜报考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校本部

4500元 2

理工 一本 4304 中南大学 B9
医学技术类(医学四年类)(医学检验技术
、药学)

校本部 7800元 1

理工 一本 4304 中南大学 A8

材料类(冶金材料类)(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化学、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
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无机非金属
材料工程)

校本部 6500元 3

理工 一本 4305 湖南科技大学 AD 材料科学与工程 湖南省湘潭市 5900元 1

理工 一本 4307 湖南农业大学 35 材料化学 长沙市芙蓉区 5900元 1

理工 一本 4307 湖南农业大学 16 草业科学 长沙市芙蓉区 3600元 1

理工 一本 430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0 木材科学与工程 湖南省长沙市 5900元 1

理工 一本 430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1 林产化工 湖南省长沙市 5900元 1

理工 一本 430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09 森林工程 湖南省长沙市 5900元 1

理工 一本 4309 湖南中医药大学 15 制药工程 含浦校区 5900元 1

理工 一本 4320 南华大学 0N
材料类(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无机非金
属材料工程)

红湘校区 5900元 3

理工 一本 4320 南华大学 0C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红湘校区 5900元 1

理工 一本 4320 南华大学 11 护理学 红湘校区 7500元 2

理工 一本 4320 南华大学 17 国际经济与贸易 雨母校区 5000元 2

理工 一本 4320 南华大学 0J

土木类(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电气
与智能化、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红湘校区 5900元 3

理工 一本 4328 湖南工业大学 9E 会计学(ACCA创新实验班) 专业要求详见招生章程，主校区 5000元 2

理工 一本 4416 广东财经大学 E5 电子商务 佛山校区 5050元 1

理工 一本 4429 南方医科大学 11 护理学 不招色盲色弱，校本部 7660元 1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4442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
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
院

05 会计学(中外合作办学)
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100分。英文教学。校
本部

90000元 1

理工 一本 4442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
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
院

0E 人工智能(中外合作办学)
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100分。英文教学。校
本部

90000元 1

理工 一本 4449 广州医科大学 18 公共事业管理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番禺校区 5510元 2

理工 一本 4449 广州医科大学 12 生物技术 不招色盲色弱，番禺校区 6230元 1

理工 一本 4501 广西大学 17 矿物资源工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5965元 1

理工 一本 450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0S

材料类(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新能源
材料与器件)

桂林校区 6000元 1

理工 一本 4504 桂林理工大学 1S 环境工程 桂林雁山校区 6000元 6

理工 一本 4504 桂林理工大学 1R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桂林雁山校区 6000元 6

理工 一本 4504 桂林理工大学 1N 资源勘查工程 桂林雁山校区 6000元 2

理工 一本 4504 桂林理工大学 1X 应用化学 桂林雁山校区 6000元 2

理工 一本 4504 桂林理工大学 1V

材料类(金属材料工程、冶金工程、高
分子材料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桂林雁山校区 6000元 3

理工 一本 4505 广西医科大学 12 临床药学 不招色盲色弱，南宁-武鸣校区，学制五年 6400元 1

理工 一本 4602 海南大学 15 植物保护
一二年级在海甸校区就读，三四年级在儋州
校区就读，海甸校区

4100元 1

理工 一本 4602 海南大学 14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儋州校区，儋州校区 4600元 6

理工 一本 4603 海南师范大学 28 工商管理类(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 桂林洋校区 4620元 4

理工 一本 4603 海南师范大学 29
经济学类(经济学、税收学、金融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桂林洋校区 4620元 1

理工 一本 4603 海南师范大学 27 法学 桂林洋校区 4620元 1

理工 一本 4604 海南医学院 05 儿科学 校本部，学制五年 6000元 1

理工 一本 4622
海南大学(中外合作
办学专业)

1Q 酒店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只招收有专业志愿的考生，英语单科成绩达
到满分的70%以上（含），海甸校区

60000元 1

理工 一本 4622
海南大学(中外合作
办学专业)

1E 会展经济与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只招收有专业志愿的考生，英语单科成绩达
到满分的70%以上（含），海甸校区

33000元 1

理工 一本 4622
海南大学(中外合作
办学专业)

1P 行政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只招收有专业志愿的考生，英语单科成绩达
到满分的70%以上（含），海甸校区

60000元 1

理工 一本 5004 重庆医科大学 0U 护理学
不招收色盲色弱，矫正视力不得大于800

度，重庆医科大学缙云校区
6250元 1

理工 一本 5005 西南大学 R2 纺织类(纺织工程、轻化工程) 北碚校区 4500元 2

理工 一本 5010 四川外国语大学 42 金融科技 校本部 5500元 1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5020

西南大学(定向西藏
就业)（只招548分
（含）以上考生）

21 (非西藏生定藏就业)英语(师范类)

加试外语口试，只招英语语种，只招应届高
中毕业生。毕业后充实西藏县以下基层干部
队伍，在藏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报考本专
业的考生需到县（市、区）招办填写《云南
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考定向西藏就业志愿
申请书》，并由考生家长或监护人签署意见
后，所填报的志愿方为有效志愿，否则视为
无效志愿，对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统一组织英
语口试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考生须参
加口试且成绩合格。北碚校区

免费 1

理工 一本 5101 四川大学 56
工科试验班(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化学
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生物工程)

江安校区 4920元 3

理工 一本 5101 四川大学 58
工科试验班(动力装备与安全)(过程装备
与控制工程)

江安校区 4920元 1

理工 一本 5101 四川大学 81 卫生检验与检疫 江安校区 4920元 1

理工 一本 5102 西南交通大学 79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成都犀浦校区 4900元 1

理工 一本 5105 成都理工大学 0R 旅游管理 校本部 4440元 1

理工 一本 5105 成都理工大学 1D 市场营销 校本部 4440元 2

理工 一本 5114 成都中医药大学 12 医学信息工程 不予录取色弱、色盲考生，主校区 4100元 1

理工 一本 5127 西南民族大学 55 动物科学(农林类) 航空港校区 4400元 2

理工 一本 5127 西南民族大学 56 动物医学(农林类) 航空港校区，学制五年 4400元 1

理工 一本 5142
西南民族大学(少数
民族计划)

B5 建筑类(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
只招少数民族考生，进校后须加试徒手画，
航空港校区，学制五年

6600元 3

理工 一本 5142
西南民族大学(少数
民族计划)

C3 旅游管理  4400元 3

理工 一本 5142
西南民族大学(少数
民族计划)

H5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人工智能)

只招少数民族考生，航空港校区 4900元 2

理工 一本 5142
西南民族大学(少数
民族计划)

G1 动物科学(农林类) 只招少数民族考生，航空港校区 4400元 4

理工 一本 5142
西南民族大学(少数
民族计划)

G2 动物医学(农林类) 只招少数民族考生，航空港校区，学制五年 4400元 1

理工 一本 51B3
西南民族大学(加试
藏语文专业)

Z3 藏药学 需已加试藏语文。航空港校区 4900元 3

理工 一本 51B3
西南民族大学(加试
藏语文专业)

Z2 动物医学(农林类) 需已加试藏语文。航空港校区，学制五年 4400元 1

理工 一本 51B3
西南民族大学(加试
藏语文专业)

ZK 动物科学(农林类) 需已加试藏语文。航空港校区 4400元 3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51C1 成都理工大学(宜宾) 8A 工程管理
在宜宾校区就读。不能识别红、黄、绿、兰
等各种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导线；按键、
信号灯、几何图形者不能录取，宜宾校区

4440元 1

理工 一本 5201 贵州大学 9G 缅甸语 贵州大学校本部 4920元 1

理工 一本 5301 云南大学 1J 材料科学与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7

理工 一本 5302 昆明理工大学 6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18

理工 一本 5302 昆明理工大学 33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19

理工 一本 5302 昆明理工大学 73 机械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19

理工 一本 5302 昆明理工大学 06 矿物加工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19

理工 一本 5302 昆明理工大学 35 油气储运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18

理工 一本 5302 昆明理工大学 59
农业工程类(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农业水利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17

理工 一本 5302 昆明理工大学 34
化工与制药类(化学工程与工艺、轻化
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17

理工 一本 5302 昆明理工大学 05 采矿工程 呈贡校区 4500元 18

理工 一本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V 茶学(农林类)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

4500元 25

理工 一本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6 动物科学(农林类)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

4500元 33

理工 一本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2 农学(农林类)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

4500元 14

理工 一本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Q 食品科学与工程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

4500元 30

理工 一本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R 食品质量与安全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

4500元 28

理工 一本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C 植物保护(农林类)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

4500元 38

理工 一本 5303 云南农业大学 0A 动物医学(农林类)
第一学期在普洱校区就读，第二学期起回校
本部就读，普洱校区，学制五年

4500元 60

理工 一本 5305 昆明医科大学 12 药学 主校区 5000元 63

理工 一本 5307 云南中医药大学 0C 针灸推拿学 色弱、色盲不予录取，呈贡校区，学制五年 5000元 8

理工 一本 5308 云南师范大学 32

能源动力类(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农业
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
件)

呈贡主校区 4500元 96

理工 一本 5308 云南师范大学 72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呈贡主校区 4500元 74

理工 一本 5313 红河学院 9A 数学与应用数学 校本部 4500元 4

理工 一本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35 市场营销 龙泉路校区 4000元 18

理工 一本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4D 新闻学 安宁校区 3400元 16

理工 一本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27 管理科学 龙泉路校区 4000元 8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4R 物流工程
按照学校建设及发展规划，2022年迁至安宁
校区学习。龙泉路校区

4500元 57

理工 一本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63 旅游管理 安宁校区 4000元 38

理工 一本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43 电子商务 龙泉路校区 4000元 25

理工 一本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8G 国际经济与贸易 龙泉路校区 4000元 15

理工 一本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59 文化产业管理 安宁校区 4000元 15

理工 一本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75 会展经济与管理 安宁校区 4000元 35

理工 一本 5314 云南财经大学 8Q 国际商务 龙泉路校区 4000元 15

理工 一本 5316 云南民族大学 27 缅甸语
加试外语口试，只招英语语种，须外语口试
合格，雨花校区

3400元 2

理工 一本 5316 云南民族大学 83 广播电视学 雨花校区 3400元 3

理工 一本 5316 云南民族大学 32 越南语
加试外语口试，只招英语语种，须外语口试
合格，雨花校区

3400元 7

理工 一本 5316 云南民族大学 09 国际经济与贸易 雨花校区 4000元 32

理工 一本 5316 云南民族大学 60 应用化学
色觉异常及不能准确识别颜色的考生限报，
雨花校区

4500元 16

理工 一本 5316 云南民族大学 30 泰语
加试外语口试，只招英语语种，须外语口试
合格，雨花校区

3400元 4

理工 一本 5318 楚雄师范学院 0P 英语(师范类) 加试外语口试，只招英语语种，校本部 3200元 7

理工 一本 5320 昆明学院 0L 英语(师范类) 加试外语口试，只招英语语种，校本部 3400元 6

理工 一本 53A1
云南大学(中外合作
办学)

1P 土木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与英国思克莱德大学合作，呈贡校区 35000元 6

理工 一本 53A2
昆明理工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

Z0 物流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呈贡校区 29000元 12

理工 一本 53A6
云南财经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

4X 金融学类(中外合作办学)(金融学)
中英合作办学专业，合格毕业生可获国内外
双文凭。龙泉路校区

15600元 19

理工 一本 53A6
云南财经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

5B
经济与贸易类(中外合作办学)(国际经济
与贸易)

中美合作办学专业，合格毕业生可获国内外
双文凭。龙泉路校区

15600元 85

理工 一本 53A6
云南财经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

5F 工商管理类(中外合作办学)(会计学)
中澳合作办学专业，合格毕业生可获国内外
双文凭。龙泉路校区

15600元 50

理工 一本 53B2

云南财经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酒店管理专
业)

77 旅游管理类(中外合作办学)(酒店管理)
中法合作办学专业，合格毕业生可获国内外
双文凭。安宁校区

15600元 15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53E8
昆明理工大学(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班)

M1
水利类(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
工程)

面向世居云南的25种少数民族招生，昆明3

人，彝、苗、满族各1人；昭通2人，苗、回
族各1人；曲靖2人，布依、水族各1人；玉
溪3人，哈尼、傣、蒙古族各1人；红河6

人，哈尼族2人，彝、壮、苗、瑶族各1人；
文山3人，壮族1人，苗族2人；普洱2人，拉
祜、佤族各1人；版纳5人，哈尼、拉祜、布
朗、基诺、傣族各1人；迪庆4人，藏族3

人，傈僳族1人；怒江5人，傈僳族2人，普
米、怒、独龙族各1人；保山白族1人；德宏
2人，阿昌、德昂族各1人；丽江3人，纳西
、彝、白族各1人；临沧2人，佤、布朗族各
1人。按民族划分录取指标，生源定向到州
市。在校期间资助学费，符合补助条件的学
生可获得一定生活补助，呈贡校区

4500元 1

理工 一本 53E8
昆明理工大学(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班)

M2
农业工程类(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农业水利工程)

面向世居云南的25种少数民族招生，昆明3

人，彝、苗、满族各1人；昭通2人，苗、回
族各1人；曲靖2人，布依、水族各1人；玉
溪3人，哈尼、傣、蒙古族各1人；红河6

人，哈尼族2人，彝、壮、苗、瑶族各1人；
文山3人，壮族1人，苗族2人；普洱2人，拉
祜、佤族各1人；版纳5人，哈尼、拉祜、布
朗、基诺、傣族各1人；迪庆4人，藏族3

人，傈僳族1人；怒江5人，傈僳族2人，普
米、怒、独龙族各1人；保山白族1人；德宏
2人，阿昌、德昂族各1人；丽江3人，纳西
、彝、白族各1人；临沧2人，佤、布朗族各
1人。按民族划分录取指标，生源定向到州
市。在校期间资助学费，符合补助条件的学
生可获得一定生活补助，呈贡校区

4500元 14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53E8
昆明理工大学(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班)

M5 生物工程

面向世居云南的25种少数民族招生，昆明3

人，彝、苗、满族各1人；昭通2人，苗、回
族各1人；曲靖2人，布依、水族各1人；玉
溪3人，哈尼、傣、蒙古族各1人；红河6

人，哈尼族2人，彝、壮、苗、瑶族各1人；
文山3人，壮族1人，苗族2人；普洱2人，拉
祜、佤族各1人；版纳5人，哈尼、拉祜、布
朗、基诺、傣族各1人；迪庆4人，藏族3

人，傈僳族1人；怒江5人，傈僳族2人，普
米、怒、独龙族各1人；保山白族1人；德宏
2人，阿昌、德昂族各1人；丽江3人，纳西
、彝、白族各1人；临沧2人，佤、布朗族各
1人。按民族划分录取指标，生源定向到州
市。在校期间资助学费，符合补助条件的学
生可获得一定生活补助，呈贡校区

4500元 6

理工 一本 53E8
昆明理工大学(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班)

M4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工程、环境科
学)

面向世居云南的25种少数民族招生，昆明3

人，彝、苗、满族各1人；昭通2人，苗、回
族各1人；曲靖2人，布依、水族各1人；玉
溪3人，哈尼、傣、蒙古族各1人；红河6

人，哈尼族2人，彝、壮、苗、瑶族各1人；
文山3人，壮族1人，苗族2人；普洱2人，拉
祜、佤族各1人；版纳5人，哈尼、拉祜、布
朗、基诺、傣族各1人；迪庆4人，藏族3

人，傈僳族1人；怒江5人，傈僳族2人，普
米、怒、独龙族各1人；保山白族1人；德宏
2人，阿昌、德昂族各1人；丽江3人，纳西
、彝、白族各1人；临沧2人，佤、布朗族各
1人。按民族划分录取指标，生源定向到州
市。在校期间资助学费，符合补助条件的学
生可获得一定生活补助，呈贡校区

4500元 11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53E8
昆明理工大学(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班)

M3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面向世居云南的25种少数民族招生，昆明3

人，彝、苗、满族各1人；昭通2人，苗、回
族各1人；曲靖2人，布依、水族各1人；玉
溪3人，哈尼、傣、蒙古族各1人；红河6

人，哈尼族2人，彝、壮、苗、瑶族各1人；
文山3人，壮族1人，苗族2人；普洱2人，拉
祜、佤族各1人；版纳5人，哈尼、拉祜、布
朗、基诺、傣族各1人；迪庆4人，藏族3

人，傈僳族1人；怒江5人，傈僳族2人，普
米、怒、独龙族各1人；保山白族1人；德宏
2人，阿昌、德昂族各1人；丽江3人，纳西
、彝、白族各1人；临沧2人，佤、布朗族各
1人。按民族划分录取指标，生源定向到州
市。在校期间资助学费，符合补助条件的学
生可获得一定生活补助，呈贡校区

4500元 11

理工 一本 53L2 大理大学(医学类) 12 药学 色弱色盲不录，校本部 5000元 43

理工 一本 53P1
云南师范大学(定向
西藏就业)

76 (非西藏生定藏就业)化学(师范类)

只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充实西藏县以
下基层干部队伍，在藏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
。报考本专业的考生需到县（市、区）招办
填写《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考定向西
藏就业志愿申请书》，并由考生家长或监护
人签署意见后，所填报的志愿方为有效志
愿，否则视为无效志愿，呈贡主校区

4500元 1

理工 一本 6109 西安石油大学 55
工商管理类(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鄠邑校区 5000元 1

理工 一本 6114 陕西中医药大学 13 医学影像学 校本部，学制五年 6500元 1

理工 一本 61A3

陕西师范大学(定向
西藏就业)（只招561

分（含）以上考生)

44 (非西藏生定藏就业)物理学(师范类)

只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充实西藏县以
下基层干部队伍，在藏工作时间不少于5年
。报考本专业的考生需到县（市、区）招办
填写《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考定向西
藏就业志愿申请书》，并由考生家长或监护
人签署意见后，所填报的志愿方为有效志
愿，否则视为无效志愿，校本部

免费 1

理工 一本 6201 兰州大学 58 地质工程 甘肃兰州 5800元 2

理工 一本 6203 兰州交通大学 66 环境工程(生态工程)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 4700元 1

理工 一本 6301 青海大学 50 生物技术 校本部 4500元 1

理工 一本 6301 青海大学 32 林学 校本部 3600元 1

理工 一本 6301 青海大学 5R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校本部 4800元 1

理工 一本 6301 青海大学 5P 生态学 校本部 4500元 1



科类 批次 专业备注、培养校区 学费 征集志愿计划院校 专业
理工 一本 6301 青海大学 47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校本部 4800元 1

理工 一本 6301 青海大学 51 环境科学 校本部 4500元 1

理工 一本 6301 青海大学 46 土木工程 校本部 4800元 1

理工 一本 6312
青海大学(加试藏语
文)

59 藏医学 需已加试藏语文。校本部，学制五年 4000元 10

理工 一本 6312
青海大学(加试藏语
文)

6D 藏药学 需已加试藏语文。校本部 4500元 5

理工 一本 6501 新疆大学 4L 化学工程与工艺 红湖校区 3500元 1

理工 一本 6501 新疆大学 43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红湖校区 3500元 1

理工 一本 6501 新疆大学 0F 旅游管理 红湖校区 3500元 1

理工 一本 6501 新疆大学 5X 纺织工程 红湖校区 3500元 1

理工 一本 6503 石河子大学 37 应用化学 校本部 3500元 2

理工 一本 6503 石河子大学 38 土地资源管理 校本部 3500元 2

理工 一本 6503 石河子大学 2L
化工与制药类(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
工程)

校本部 3500元 2

理工 一本 6503 石河子大学 0E

植物生产类(农学、园艺、植物保护、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种子科学与工
程)

校本部 3000元 3

理工 一本 6505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
C3 统计学 克拉玛依校区 3500元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