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2021年首轮征集志愿招生计划
科类

批次

院校

专业

文科 提前本科批 11A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

51 治安学(公安(武警)类)

文科 提前本科批 11A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

53 侦查学(公安(武警)类)

文科 提前本科批 13D2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

32 边防管理(公安(武警)类)

文科 提前本科批 13D2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

33 移民管理(公安(武警)类)

文科 提前本科批 13D2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

34 警务指挥与战术(公安(武警)类)

文科 提前本科批 2124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面向地方公安机关入警就业)

E2 经济犯罪侦查(公安(武警)类)

文科 提前本科批 21B2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

Y1 警犬技术(公安(武警)类)

云南警官学院(面向地方公安机关入警就业)(女生2
人，男生24人)
云南警官学院(面向地方公安机关入警就业)(女生2
文科 提前本科批 53F3
人，男生24人)
云南警官学院(面向地方公安机关入警就业)(女生2
文科 提前本科批 53F3
人，男生24人)
云南警官学院(面向地方公安机关入警就业)(女生2
文科 提前本科批 53F3
人，男生24人)
文科 提前本科批 53F3

A1 侦查学(公安(武警)类)
A4 国内安全保卫(公安(武警)类)
A5 禁毒学(公安(武警)类)
A6 治安学(公安(武警)类)

文科 提前本科批 6122 西北政法大学

15 侦查学(公安(武警)类)

理科 提前本科批 11A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

51 治安学(公安(武警)类)

理科 提前本科批 11A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

53 侦查学(公安(武警)类)

理科 提前本科批 11A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

5A 安全防范工程(公安(武警)类)

理科 提前本科批 13D2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

32 边防管理(公安(武警)类)

理科 提前本科批 13D2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

36 涉外警务(公安(武警)类)

理科 提前本科批 13D2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

37 公安情报学(公安(武警)类)

理科 提前本科批 13D2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

39 数据警务技术(公安(武警)类)

理科 提前本科批 13D3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面向铁路公安机关入警就业)

54 警务指挥与战术(公安(武警)类)

理科 提前本科批 13D3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面向铁路公安机关入警就业)

55 公安政治工作(公安(武警)类)

理科 提前本科批 13D3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面向铁路公安机关入警就业)

59 数据警务技术(公安(武警)类)

理科 提前本科批 2112 大连海事大学

A1 航海技术(航海类)

理科 提前本科批 2112 大连海事大学

A2 轮机工程(航海类)(海上专业)

专业备注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面向生源地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就业。均须参加各省级
公安机关组织的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并且合格，考生年龄为16周岁以上、22
周岁以下，具体要求详见《招生章程》。团河校区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面向生源地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就业。均须参加各省级
公安机关组织的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并且合格，考生年龄为16周岁以上、22
周岁以下，具体要求详见《招生章程》。团河校区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面向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就业。须参加省级公安机关组
织的考察、体检、面试、体能测评且合格。具体标准详见《招生章程》。主校区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面向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就业。须参加省级公安机关组
织的考察、体检、面试、体能测评且合格。具体标准详见《招生章程》。主校区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面向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就业。须参加省级公安机关组
织的考察、体检、面试、体能测评且合格。具体标准详见《招生章程》。主校区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女生，须参加生源省公安机关组织的考察、体检、面试、体
能测评且合格，面向地方公安机关就业，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按二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须参加生源省公安机关组织的考察、体检、面试、体
能测评且合格，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按二本线进行投档，不招收保山市户籍考生。须参加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和政治考
察且均合格，具体要求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按二本线进行投档，不招收保山市户籍考生。须参加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和政治考
察且均合格，具体要求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按二本线进行投档，不招收保山市户籍考生。须参加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和政治考
察且均合格，具体要求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按二本线进行投档，不招收保山市户籍考生。须参加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和政治考
察且均合格，具体要求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收男生，身体条件基本要求为裸眼视力任何一眼不低于
4.70，身高应在1.68米以上，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面向生源地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就业。均须参加各省级
公安机关组织的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并且合格，考生年龄为16周岁以上、22
周岁以下，具体要求详见《招生章程》。团河校区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面向生源地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就业。均须参加各省级
公安机关组织的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并且合格，考生年龄为16周岁以上、22
周岁以下，具体要求详见《招生章程》。团河校区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面向生源地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就业。均须参加各省级
公安机关组织的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并且合格，考生年龄为16周岁以上、22
周岁以下，具体要求详见《招生章程》。团河校区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面向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就业。须参加省级公安机关组
织的考察、体检、面试、体能测评且合格。具体标准详见《招生章程》。主校区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面向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就业。须参加省级公安机关组
织的考察、体检、面试、体能测评且合格。外语成绩不低于外语单科成绩总分的70%
。具体标准详见《招生章程》。主校区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面向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就业。须参加省级公安机关组
织的考察、体检、面试、体能测评且合格。具体标准详见《招生章程》。主校区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面向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就业。须参加省级公安机关组
织的考察、体检、面试、体能测评且合格。具体标准详见《招生章程》。主校区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面向铁路公安机关就业。须参加省级公安机关组织的
考察、体检、面试、体能测评且合格。具体标准详见《招生章程》。主校区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面向铁路公安机关就业。须参加省级公安机关组织的
考察、体检、面试、体能测评且合格。具体标准详见《招生章程》。主校区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面向铁路公安机关就业。须参加省级公安机关组织的
考察、体检、面试、体能测评且合格。具体标准详见《招生章程》。主校区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1.要求辨色力正常（无色盲无色弱），无复视，身高1.65米及以
上，双眼裸视力均能达4.7（0.5）及以上，且矫正视力均能达4.9（0.8）及以上；2.由
于工作性质特殊，不适宜女生报考；3.本科教学外语课程主要开设英语课。校本部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要求无色盲，无复视，身高1.60米及以上，双眼裸视力均能达4.6
（0.4）及以上，且矫正视力均能达4.8（0.6）及以上；3.由于工作性质特殊，不适宜女
生报考；4.本科教学外语课程主要开设英语课。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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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2021年首轮征集志愿招生计划
科类

院校

批次

理科 提前本科批 21B1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面向铁路公安机关入警就业)
理科 提前本科批 21B1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面向铁路公安机关入警就业)
理科 提前本科批 21B1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面向铁路公安机关入警就业)
理科 提前本科批 21B1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面向铁路公安机关入警就业)
理科 提前本科批 21B1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面向铁路公安机关入警就业)
理科 提前本科批 21B2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
理科 提前本科批 32H1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面向海关缉私部门入警就业)
理科 提前本科批 3506 集美大学
理科 提前本科批 3506 集美大学
理科 提前本科批 4456 广州航海学院

理科 提前本科批 4456 广州航海学院
理科 提前本科批 53F3 云南警官学院(面向地方公安机关入警就业)
理科 提前本科批 53F3 云南警官学院(面向地方公安机关入警就业)
理科 提前本科批 53F3 云南警官学院(面向地方公安机关入警就业)
理科 提前本科批 53F3 云南警官学院(面向地方公安机关入警就业)
理科
理科
理科
理科

提前本科批
提前本科批
提前本科批
提前本科批

9116
9130
9130
9130

海军工程大学
空军军医大学
空军军医大学
空军军医大学

理科 提前专项批 13D2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

专业

专业备注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女生，须参加生源省公安机关组织的考察、体检、面试、体
T0 公安视听技术(公安(武警)类)
能测评且合格，面向铁路公安机关就业，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按二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须参加生源省公安机关组织的考察、体检、面试、体
T1 禁毒学(公安(武警)类)
能测评且合格，面向铁路公安机关就业，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须参加生源省公安机关组织的考察、体检、面试、体
T5 经济犯罪侦查(公安(武警)类)
能测评且合格，面向铁路公安机关就业，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须参加生源省公安机关组织的考察、体检、面试、体
T7 公安情报学(公安(武警)类)
能测评且合格，面向铁路公安机关就业，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按一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须参加生源省公安机关组织的考察、体检、面试、体
T9 公安视听技术(公安(武警)类)
能测评且合格，面向铁路公安机关就业，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按二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须参加生源省公安机关组织的考察、体检、面试、体
Y3 警犬技术(公安(武警)类)
能测评且合格，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按二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面向海关缉私部门就业，仙林校区
0A 公安情报学(公安(武警)类)
不适合女生报考。男生身高165cm及以上、女生身高160cm及以上，双眼裸视力4.7及
02 航海技术(航海类)
以上，且矫正视力均能达4.9及以上，无色盲色弱。集美大学
不适合女生报考。身高155cm及以上，双眼裸视力4.6及以上，且矫正视力均能达4.8及
05 轮机工程(航海类)
以上，无色盲。集美大学
要求身高1.60米以上；无色盲色弱；双眼裸眼视力均在4.6及以上，且矫正视力均能达
11 轮机工程(航海类)
4.8及以上；女生慎报；入学后只限在航海类提前批专业（航海技术、轮机工程、船舶
电子电气工程）之间转专业。黄埔校区
要求身高1.60米以上；无色盲色弱；双眼裸眼视力均在4.6及以上，且矫正视力均能达
13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航海类)
4.8及以上；女生慎报；入学后只限在航海类提前批专业（航海技术、轮机工程、船舶
电子电气工程）之间转专业。黄埔校区
按二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不招收保山市户籍考生。须参加面试、体检、体能测
A3 刑事科学技术(公安(武警)类)
评和政治考察且均合格，具体要求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按二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不招收保山市户籍考生。须参加面试、体检、体能测
A5 禁毒学(公安(武警)类)
评和政治考察且均合格，具体要求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按二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不招收保山市户籍考生。须参加面试、体检、体能测
A7 交通管理工程(公安(武警)类)
评和政治考察且均合格，具体要求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按二本线进行投档，只招男生。不招收保山市户籍考生。须参加面试、体检、体能测
A9 网络安全与执法(公安(武警)类)
评和政治考察且均合格，具体要求详见《招生章程》。校本部
JD 核工程与核技术(军事(指挥)类)(潜艇核动力指挥) 只招英语语种，只招男生，按一本线录取，体检潜艇专业合格。校本部
J2 临床医学(军事(非指挥)类)(航空航天医疗通科医师) 只招英语语种，只招男生，按一本线录取，体检医疗专业合格。校本部，学制五年
只招英语语种，只招男生，按一本线录取，体检医疗专业合格。校本部，学制五年
J4 临床医学(军事(非指挥)类)(心理医师)
只招英语语种，只招男生，按一本线录取，体检医疗专业合格。校本部
J7 公共事业管理(军事(指挥)类)(卫生管理干部)
只招男生，面向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就业（金水河、马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须参加
省级公安机关组织的考察、体检、面试、体能测评且合格。具体标准详见《招生章程
31 出入境管理(公安(武警)类)
》。主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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