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面向云南 

专项招生简章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帮扶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

实汪洋同志关于深圳帮扶云南昭通工作的批示精神，根据《教育部

关于下达 2021 年全国分省分部门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

（教发函﹝2021﹞98 号）、《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高职扩招专

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教职成﹝2019﹞12 号）提出的“加大东

部地区院校向中西部地区招生计划投放力度”的要求，为云南原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提供优质高职教育，根据云南省、广东省教育

厅关于深圳高职院校招收云南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的意见，

结合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深信院”）实际，制定本

简章。 

    二、 学校概况 

    学校名称：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国标代码：12957 

    学校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 2188号 

    邮政编码：518172 

    办学层次：专科（高职） 

    办学性质：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办学类型：全日制 

    学校业务主管单位：广东省教育厅 



    学校主管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于 2002年 4月，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

批准、教育部备案，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举办的公办全日制高等院校。学

校坚持始终与党的教育方针同心同向，始终与特区改革开放事业同呼

吸共命运，始终与信息技术发展同频共振的“三同”办学理念，生动体

现了特区办高校的根本遵循、根本动力和根本规律。 

学校现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

计划”）第一轮建设单位（B档），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国家

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教育部“中德职教汽车机电合作项目”试点

院校，现拥有 3 个国家级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含 1 个备选

项目）。 

校园占地 92.5万平方米（1389亩），建筑面积 58.48万平方米。

现有教职工 1358 人，其中专任教师 794 人；现有 16 院 2 部 2 所，开

设信息类为主的专业 48个；现有全日制在校生超 2万人。 

    三、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 

    （一）招生对象 

    符合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条件且参加了 2021 年云

南省普通高考的应、往届云南省户籍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中毕业生。 

    （二）报考条件 

    考生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 符合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条件且参加了 2021年

云南省普通高考的应、往届高中毕业生； 



    2. 考生家庭为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3. 目前未被 2021年其他形式考试招生录取。 

    四、招生计划 

    招生专业有集成电路等 7 个专业，招生计划共 500 人，详细分专

业招生计划见附件。 

    五、录取规则 

    根据云南省投档规则投档后，文科类、理科类专业实行“专业志愿

优先”原则，根据考生所填报专业志愿按考生投档总分排位情况从高分

到低分录取。 

    考生所填报的所有专业志愿均未被录取时，若服从专业调剂，将

调剂到计划有空额且符合相关专业要求的专业录取，按考生投档总分

从高到低作调剂录取；考生不服从调剂的，或服从调剂但是不符合计

划有空额专业相关要求的，作退档处理。 

    六、体检要求 

    参加本专项计划的考生必须已参加普通高考体检。无体检结果或

体检不合格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教育

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

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的有关规定执

行。 

    七、毕业颁证 

    录取学生全程在我校本部培养，学籍管理、毕业证书颁发等由深



信院负责。按国家招生管理规定录取并取得我校正式学籍的学生，在

校期间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理论和实践教学环节，符合毕业资格条件

者，报广东省教育厅电子注册，颁发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专科毕业

证书。 

    八、收费标准 

    学费、住宿费按深圳市物价管理部门批准实施的标准执行。具体

学费标准为 6000元/学年，住宿费 1200元/学年。 

    其中，昭通市户籍的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将按照深圳市对

口帮扶昭通市的相关政策给予学杂费、住宿费等方面的特殊资助。其

他州市的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只享受国家规定的相关资助政策。 

    九、新生注册和复查 

    新生入学后，学校在三个月内按照规定进行政治、文化、健康等

方面的复查。对在报名和考试过程中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纪违规行为

的考生，将取消其入学资格，并将其档案退回考生原所在中学。对在新

生复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按《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处理。 

    十、联系方式 

    深信院咨询电话：0755-89226360、89226361 

    传真：0755-89226363   QQ 咨询群: 735215607、822571822 

    电子邮箱：zhaosheng@sziit.edu.cn 

    学院网址：https://www.sziit.edu.cn/ 

    招生网址：http://zhaob.sziit.edu.cn 



    附件一：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面向云南专项招生计划 

    附件二：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面向云南专项招生专业介

绍 

 



附件一：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面向云南专项招生计划 

 

 

 

 

 

以上招生简章 招生计划 招生专业以云南省招生考试办公室公布为准

序号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普高招生计划 
收费标准 

文科 理科 

1 510401 集成电路技术 3年  100 

学费：

6000元/

年 

2 510108 
智能产品开发

与应用 
3年  100 

3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3年 40 60 

4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3年 10 30 

5 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3年 10 30 

6 530502 国际商务 3年 20 60 

7 530503 
关务与外贸服

务 
3年 10 30 

合计 90 410 



附件二：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面向云南专项招生专业介绍 

专业名称 培养目标 主干课程 就业方向 

集成电路技术 

本专业培养国家“卡脖子”领域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

修、全面发展，适应集成电路产业技术发展的需要，具

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掌握集成电路工艺、设计、封测及

应用等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集成电路的设计、生产、

封装与测试、应用和销售等领域高科技研发和服务人

才。 

主干课程紧密围绕封测、设计、应用和销

售等就业岗位开设，分别是数字系统设

计、集成电路测试技术、集成电路版图设

计、集成电路封装技术、数字 IC 后端设

计、数字集成电路验证。 

本专业毕业生适合在集成电路技术应用公司从事芯片设计和测试验证；在跨

国芯片企业和贸易公司从事芯片销售；在集成电路公司从事智能产品硬件设

计、应用软件开发和产品测试；在芯片封装测试公司从事芯片封装工艺、测

试和质量检测。随着人工智能（AI）、智能产品、物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

深圳市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和智能产品设计业得到了迅猛发展，集成电路设计

产业占全国集成电路设计产业的 1/3 以上。本专业与深圳微纳研究院、国家

集成电路设计深圳产业化基地共建 IC 设计全流程国家“芯火”平台人才实

训基地，与深圳市半导体行业协会和第三代半导体产业联盟共建第三代半导

体人才培养基地，建立 30 余家校外实训基地，每年为毕业生提供大量实习

和就业单位。本专业学生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得国家级和省级一等奖多

项，毕业学生发展顺利，已经成为深圳众多知名微电子企业的技术骨干，部

分从事芯片销售工作的毕业生月收入已经超过两万，跻身高级白领。 

智能产品开发

与应用 

立足深圳，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团队合

作精神、创新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掌握电子电路的

基础知识以及智能产品的设计、开发、装调、运维等技

术技能，面向电子信息行业软硬件工程师岗位，能够从

事智能产品设计和开发、智能产品装调、智能产品运维

等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电路基础、电子技术、C 语言、智能传感技

术、智能产品 PCB 设计与制作、电子产品

制作、STM32 应用开发、智能产品测试技

术、智能产品开发、Python 程序设计基

础、智能产品综合项目实训、创新创业教

育等。 

主要面向智能穿戴、智能家居、安防监控、智能楼宇、物联网等领域智能产

品的应用开发相关企业，携手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小米集团、艾默生能

源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电子信息企业培养从事智能产品开发方案

制定、智能产品设计开发、智能产品装调，智能产品运维等岗位工作的高素

质技能人才。 

特别说明：5G 技术的突破，启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了物联网、车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潮流不断涌现，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正是基于电子信息产业新技术不断革新的

大趋势下开设的前沿专业。专业实施基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项目贯穿人才培养模式，成立了国家“芯火”平台人才实训基地和第三代半导体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与华为、中兴等 30 余家大中型电子企业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该专业培养的学生技术技能水平高、就业面宽、起薪高、就业环境优，毕业生受到企业的广泛欢迎，毕业生被华

为、深圳山海光通讯公司等企业一次性签约分别达 6 人以上，应届起薪 6000 元以上。近年来，专业先后获得了国家级技能大赛一等奖在内的各类奖项达 40 项，毕业生得到了

社会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 



专业名称 培养目标 主干课程 就业方向 

大数据与会计 

会计专业定位于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全面发

展，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对会计人才的需要，具有良好的

专业、人文素质，掌握为企业管控提供决策支持的会计

核算、财务数据采集分析管理应用等知识和技术技能，

面向财税核算、业财分析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经济学基础、企业财务会计、财务管理、

产业学院岗位实践、RPA 财务机器人、企业

纳税实务、智能会计信息系统。 

就业定位于珠三角中小企业群、会计中介机构、金融服务机构。毕业生能够

从事会计核算，税务筹划，财务数据采集，财务数据在预算、成本控制、资

本运营、绩效管理方面的分析及管理应用等工作。 

特别说明：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省级品牌专业，校级重点专业， 1+X 证书试点专业。 

现代物流管理 

本专业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全面发展，适应

现代物流行业技术不断提升、业务日益复杂的发展需

要，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良好的沟通协调和领导素

质，掌握物流基本业务操作、信息处理、运营管理、销

售服务、物流技术应用等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电商物

流或国际供应链等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物流装备与技术、仓储与配送管理、运输

实务、采购与供应商管理、ERP 应用、国际

贸易实务、国际货运代理、物流系统设计

与仿真、电商供应链运营实务、物流数据

分析、物流微创新、物流成本管理。 

在电商物流、国际供应链等各类商贸、流通、制造企业从事供应链管理、物

流营销、客户服务、商品采购、仓储管理、运输调度、物料计划管理、信息

系统实施、国际货代操作、跨境电商物流等岗位工作。 

特别说明：粤港澳大湾区物流服务业整体水平全国领先，相关企业岗位需求量大。本专业是广东省二类品牌建设专业、广东省一流高职院校子项目建设专业、教育部“1+X”证

书第一批试点专业。专业师资力量强、素质高，专业教师拥有博士学历比例高。实训基地与实训项目建设水平高，其中物流管理实训基地被认定为广东省省级校内实训实践基

地；专业与金蝶软件、百世物流、德莎物流、顺丰、利丰供应链等众多行业代表性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实习实训和就业机会。学生培养成绩斐然，多

次获得广东省物流职业技能大赛、供应链管理大赛一等奖，特别是 2018 年获得全国物流职业技能大赛三等奖，2017 年获得“全国应用型人才技能大赛——2017 金蝶云管理创

新杯”一等奖，学生整体素质获得用人单位的肯定和好评。 

工商企业管理 

本专业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全面发展，适应

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

握现代企业管理基础知识，具备较高的现代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和经营管理业务能力、面向各类生产型、服务型

企业，能够从事运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管

理、行政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办公商务软件应用、市场营销实务、数字

媒体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客户关系管

理、企业经营管理实务、管理学原理、公

共关系基础、经济学原理、实用消费者行

为分析、基础会计、生产运作管理实务、

跨境电商、国际运营管理实务、企业风险

管理实务、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ERP 应

用、创业思维与方法、创新能力开发等。 

本专业毕业生适合在各类商业企业（包括连锁经营、批发、零售、租赁、金

融、餐饮、物流等企业）中从事行政助理、人事专员、市场营销专员、运营

分析专员及客户服务专员等岗位工作；在各类生产性企业（制造业）中从事

基层生产管理专员、质量管理专员、ERP 专员及技术支持专员等岗位工作；

在政府部门（如工商行政管理、居委会、财政税务部门等）中从事办事员等

相关工作。 

特别说明：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与深圳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度推进校合作，并入选广东省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名单和深圳市 2019 年职业教育校外公共实训基地，

2020 年成立金拱门工商管理产业学院。在获得专业学历证书同时提供实习机会，其中包括获得金拱门从时薪员工到见习经理——餐厅部门经理——餐厅人力资源经理——餐厅

总经理，直至更高职位的完美职业生涯培训，为年轻人职业发展打造理想平台。 



专业名称 培养目标 主干课程 就业方向 

国际商务 

本专业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具有国际视

野、创新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文素质，掌握国际

贸易理论、进出口业务操作、国际商务单证、外贸跟单

操作、国际商务谈判、跨境电商运营、跨境电商营销、

跨境电商物流等方面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国际营销、

国际贸易和跨境电商等领域等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国际商务概论、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商务

单证、外贸跟单实务、国际商务谈判、外

贸英语函电、国际商务英语、跨境电子商

务、跨境电商运营、跨境电商营销、商务

数据分析、客户关系管理、跨境电商物

流、国际金融实务、国际商法等。 

涉外企业中外贸业务员、外贸跟单员、国际商务单证员、国际商务助理、跨

境电子商务运营等工作岗位，负责国际市场的营销、国际会展业务、进出口

业务的磋商谈判、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工作，以及跨境电子商务的运营等工

作。 

特别说明：随着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政策、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将更加蓬勃发展，国际商务专业人才需求将大幅提高，主要就业岗位有外

贸业务员、外贸跟单员、外贸单证员、跨境电商运营员以及国际商务助理等岗位。在掌握了基本理论知识等基础上，国际商务专业和诸多行业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为学生

提供实习就业培训和推荐机会，提高了学生的实操能力，让学生掌握国际贸易操作和跨境电商运营的职业技能，从而顺利走向工作岗位。国际商务专业的学生在全国外贸技能

大赛中获得团体特等奖，在互联网+国际贸易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学生毕业后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关务与外贸 

服务 

本专业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区域经济发展中关务与外贸服务

行业对人才的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文素质，

掌握国际对外贸易、关务、国际物流、跨境电商等知识

和技术技能，面向对外贸易、关务、国际物流等行业，

具有外贸综合应用能力、能从事关务操作、商品归类、

国际货运、单证制作与跟单、跨境电商服务等领域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报关实务、国际货运代理实务、国际商务

单证实务、外贸跟单实务、进出口商品归

类实务、商务数据处理、跨境电子商务、

国际集装箱与多式联运、外贸英语函电、

国际贸易实务等。 

在国际物流、外贸企业、进出口公司、报关行、国际货代、海关等企事业单

位从事对外贸易、关务、国际货代、单证处理等方面的工作。 

特别说明：深圳是我国主要的国际贸易、国际物流枢纽城市，随着前海自贸区和国家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部署和落地，为国际物流、报关货代类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

专业基于产教深度融合、实施精准育人，竭力打造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品牌专业。专业与敦豪全球货运（中国）有限公司盐田分公司、深圳盐田港国际供应链营运有限公司、美

集物流运输（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等签订了合作协议，开展“订单班”培养，每年可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实习和就业单位；专业学生多次获得广东省报关技能大赛一等

奖。多年来毕业生都有较高的就业率并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