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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03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J5 药剂 高职专项批 3 玉溪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04 玉溪师范学院 公办 07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3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04 玉溪师范学院 公办 08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2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04 玉溪师范学院 公办 10 运动训练 高职专项批 23 玉溪体育运动学校【联办点】

530705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4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4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05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5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2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05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6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2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05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7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21 红河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05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8 建筑工程造价 高职专项批 4 文山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05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9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9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8 市场营销 高职专项批 7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林校区中专部【校本部】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9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4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林校区中专部【校本部】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0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5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林校区中专部【校本部】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1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林校区中专部【校本部】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2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2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林校区中专部【校本部】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5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9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林校区中专部【校本部】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61 木业产品加工技术 高职专项批 4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林校区中专部【校本部】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62 家具设计与制作 高职专项批 1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林校区中专部【校本部】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63 园艺技术 高职专项批 3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林校区中专部【校本部】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64 园林景观施工与维护 高职专项批 5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林校区中专部【校本部】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65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高职专项批 17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66 森林消防 高职专项批 17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67 园林技术 高职专项批 9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68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9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69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28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70 计算机平面设计 高职专项批 20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71 园林技术 高职专项批 8 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72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27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73 林业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29 普洱林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74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4 西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75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8 西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76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10 昌宁县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77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10 施甸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78 林业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23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79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19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80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16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81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高职专项批 19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82 森林消防 高职专项批 15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9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J3 720301药剂 高职专项批 17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530709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X1 720201护理 高职专项批 53 云南省玉溪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2 640301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2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3 660302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高职专项批 13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4 690101食品加工工艺 高职专项批 10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5 710202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9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6 730602市场营销 高职专项批 14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7 730701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12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8 720301药剂 高职专项批 10 玉溪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9 720801营养与保健 高职专项批 14 玉溪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0 660302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高职专项批 13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1 690101食品加工工艺 高职专项批 12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2 730301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5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3 720201护理 高职专项批 3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4 720801营养与保健 高职专项批 12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5 730301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5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6 610202园林技术 高职专项批 15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7 610301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15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8 620301工程测量技术 高职专项批 15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9 610202园林技术 高职专项批 13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0 610301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14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1 710201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14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2 720407中药制药 高职专项批 13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 710201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12 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4 730701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10 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5 660701汽车制造与检测 高职专项批 7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6 730301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5 通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7 730701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15 通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8 740201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10 通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9 710201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15 弥勒卓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60 740201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14 弥勒卓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61 710202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10 峨山县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62 730701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10 峨山县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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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4 园艺技术 高职专项批 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6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2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7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2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8 市场营销 高职专项批 14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B1 林业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8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B3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34 景洪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B5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7 景洪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B6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38 昭通农校【联办点】

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B7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9 昭通农校【联办点】

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B8 茶叶生产与加工 高职专项批 1 勐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B9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4 勐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C1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9 勐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4 云南艺术学院 公办 04 音乐表演 高职专项批 10 云南艺术学院【校本部】

530714 云南艺术学院 公办 05 舞蹈表演 高职专项批 10 云南艺术学院【校本部】

530714 云南艺术学院 公办 06 绘画 高职专项批 9 云南艺术学院【校本部】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8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25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9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87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0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33 云南省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1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23 普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2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14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3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29 宁洱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4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28 施甸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5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28 昌宁县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6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6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7 生物制药工艺 高职专项批 26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8 药品食品检验 高职专项批 13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9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22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1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20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2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20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3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28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4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17 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5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25 云南省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6 园林绿化 高职专项批 15 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7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16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8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28 曲靖市师宗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59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20 施甸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3 地图绘制与地理信息系统 高职专项批 9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4 供用电技术 高职专项批 15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5 建筑工程造价 高职专项批 21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6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21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7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高职专项批 26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8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40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9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44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0 市场营销 高职专项批 8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1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21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2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16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3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28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4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29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530719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J2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7 盈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3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J2 运动训练 高职专项批 4 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1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6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2 物流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7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4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14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5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12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6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19 广南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7 焊接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3 漾濞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8 焊接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12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B 物流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6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C 汽车制造与检测 高职专项批 16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D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19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E 建筑工程造价 高职专项批 19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F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14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H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高职专项批 14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I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17 广南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J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7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J1 工程测量技术 高职专项批 22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J2 建筑工程造价 高职专项批 4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J3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6 禄劝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J4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3 禄劝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J5 康养休闲旅游服务 高职专项批 10 禄劝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J6 电子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5 禄劝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J7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16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J8 市场营销 高职专项批 19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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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J9 数控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18 祥云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JA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20 玉溪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JB 数控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20 玉溪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JC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8 玉溪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JD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40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JE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8 绿春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JF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9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J1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85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J2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46 昆明市西山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J3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89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J4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41 云南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J5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50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J6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14 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J7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22 镇雄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J8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20 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J9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246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33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1 运动训练 高职专项批 9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33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2 运动训练 高职专项批 13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33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3 运动训练 高职专项批 14 文山州体育职业学校【联办点】

530733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5 运动训练 高职专项批 12 普洱市体育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3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6 运动训练 高职专项批 26 玉溪体育运动学校【联办点】

530733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8 运动训练 高职专项批 20 曲靖市体育运动学校【联办点】

530733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0 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3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4 德宏职业学院 公办 A1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9 德宏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34 德宏职业学院 公办 A3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高职专项批 5 德宏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34 德宏职业学院 公办 A4 发电厂及变电站运行与维护 高职专项批 10 德宏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34 德宏职业学院 公办 B2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4 陇川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4 德宏职业学院 公办 B3 宝玉石加工与检测 高职专项批 2 德宏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34 德宏职业学院 公办 B4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10 陇川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4 德宏职业学院 公办 B5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0 德宏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34 德宏职业学院 公办 B6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5 陇川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4 德宏职业学院 公办 B7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6 陇川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2 电子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9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3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27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4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5 大理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5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20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6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4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7 市场营销 高职专项批 20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8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26 曲靖市工商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9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28 曲靖幼儿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0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30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1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11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2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0 禄劝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3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9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1 有色金属冶炼技术 高职专项批 18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2 高速铁路乘务 高职专项批 11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4 工艺美术 高职专项批 2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5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1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6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2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8 建筑工程造价 高职专项批 4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9 物流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3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0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31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36 航空服务 高职专项批 8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37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10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38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8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39 软件与信息服务 高职专项批 10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40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10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41 物流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1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42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6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43 航空服务 高职专项批 11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44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3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45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10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46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9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47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0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48 航空服务 高职专项批 4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50 物流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0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52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9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53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5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54 西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9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55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1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56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9 云南省普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57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5 思茅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58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7 昆明市旅游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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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59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9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60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1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61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0 昆明市西山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62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10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63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1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64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1 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65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6 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66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12 通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67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2 嵩明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68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10 漾濞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69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0 澄江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70 物业服务 高职专项批 12 澄江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0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19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1 汽车制造与检测 高职专项批 6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3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2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4 界面设计与制作 高职专项批 20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5 影像与影视技术 高职专项批 3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6 航空服务 高职专项批 22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7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高职专项批 22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8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18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9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24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0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29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1 光伏工程技术与应用 高职专项批 18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2 数控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9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3 焊接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25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4 高速铁路乘务 高职专项批 2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5 艺术设计与制作 高职专项批 3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6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40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7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2 临翔区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8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13 大姚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48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J1 护理 高职专项批 14 迪庆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48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J3 康复技术 高职专项批 9 怒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48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J5 康复技术 高职专项批 14 临沧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48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J7 中医康复技术 高职专项批 7 普洱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48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J9 中药 高职专项批 9 普洱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50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公办 J2 护理 高职专项批 25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6 食品加工工艺 高职专项批 1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7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5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8 汽车制造与检测 高职专项批 5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9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23 大理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0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9 丽江市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1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2 丽江市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4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9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5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8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6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2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7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7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8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10 云南省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9 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28 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0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6 永平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57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公办 11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5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57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公办 12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7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57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公办 13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7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57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公办 14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24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57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公办 15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13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57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公办 16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2 普洱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57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公办 17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2 文山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57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公办 18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5 昭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57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公办 19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7 红河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59 大理护理职业学院 公办 13 护理 高职专项批 17 云南省玉溪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60 昭通卫生职业学院 公办 J1 护理 高职专项批 11 丽江市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J1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119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J2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22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J3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62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17 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13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19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14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20 建筑水电设备安装与运维 高职专项批 14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21 发电厂及变电站运行与维护 高职专项批 15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22 供用电技术 高职专项批 14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23 建筑水电设备安装与运维 高职专项批 16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24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11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25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33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26 建筑工程造价 高职专项批 32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27 工程测量技术 高职专项批 17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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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28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36 云南省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29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16 云南省普洱林业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30 工程测量技术 高职专项批 17 云南省普洱林业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31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16 昆明市西山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32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36 嵩明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22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5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23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60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24 汽车车身修复 高职专项批 18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25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20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26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19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27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16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28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18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29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18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30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29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31 航空服务 高职专项批 18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32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14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33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23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34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28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35 汽车制造与检测 高职专项批 13 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36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11 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38 轮机维护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3 绥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39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2 绥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40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29 昆明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41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35 昆明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42 汽车车身修复 高职专项批 29 昆明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1 机械制造技术 高职专项批 5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2 数控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8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3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4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4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7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7 软件与信息服务 高职专项批 5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8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9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50 玉溪体育运动学校【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0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1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1 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9 永德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2 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职专项批 14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3 汽车车身修复 高职专项批 20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4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高职专项批 18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5 机电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10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6 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30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7 建筑装饰技术 高职专项批 30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8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23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17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2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18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0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19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5 云南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20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2 思茅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21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2 云南省昆明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22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1 思茅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23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9 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24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3 凤庆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25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5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26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5 昆明市旅游职业中学【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27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2 昆明市艺术学校【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28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2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29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3 云南省普洱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1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45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2 防灾减灾技术 高职专项批 126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3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43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4 电子技术应用 高职专项批 109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5 工艺美术 高职专项批 4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6 运动训练 高职专项批 16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7 作物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11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8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18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9 畜禽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30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j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18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k 美发与形象设计 高职专项批 11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l 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22 红河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m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14 红河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n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高职专项批 12 红河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o 中医康复技术 高职专项批 11 红河州卫生护理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p 中餐烹饪 高职专项批 25 曲靖靖宁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q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高职专项批 25 曲靖靖宁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r 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60 曲靖靖宁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s 安全技术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95 蒙自警星职业学校【联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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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t 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2 蒙自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u 作物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10 石屏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v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6 金平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Jw 建筑工程施工 高职专项批 10 个旧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b 770101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27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c 730301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15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d 730301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13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e 730201金融事务 高职专项批 15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f 740101旅游服务与管理 高职专项批 15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g 770101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16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h 710210计算机平面设计 高职专项批 11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i 610115农产品贮藏与加工 高职专项批 10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j 690101食品加工工艺 高职专项批 6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k 700206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17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l 730301会计事务 高职专项批 24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m 700206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43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n 660701汽车制造与检测 高职专项批 45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o 770101幼儿保育 高职专项批 48 云南省曲靖幼儿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p 720201护理 高职专项批 47 云南省曲靖护理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q 710201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19 曲靖市麒麟区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r 730701电子商务 高职专项批 12 曲靖市麒麟区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s 660702新能源汽车制造与检测 高职专项批 1 曲靖市麒麟区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u 610102作物生产技术 高职专项批 9 马龙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v 610105园艺技术 高职专项批 8 马龙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w 700206汽车运用与维修 高职专项批 4 广南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ax 710201计算机应用 高职专项批 5 广南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75 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公办 05 工艺美术 高职专项批 1 昆明市推拿职业学校【联办点】

530775 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公办 06 工艺美术 高职专项批 3 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联办点】

530775 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公办 07 工艺美术 高职专项批 2 昭通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5 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公办 08 工艺美术 高职专项批 1 玉溪市特殊教育学校【联办点】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办学性质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批次类型 空余计划 办学点

530705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8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 红河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05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1 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8 武定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7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7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林校区中专部【校本部】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8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林校区中专部【校本部】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0 木业产品加工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0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林校区【校本部】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1 家具设计与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林校区【校本部】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2 园艺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9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林校区【校本部】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3 园林景观施工与维护 五年制普通批 38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杨林校区【校本部】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4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五年制普通批 16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6 园林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6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7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8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8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21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9 计算机平面设计 五年制普通批 14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0 园林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1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7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2 林业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0 普洱林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7 林业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9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8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4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9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6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0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五年制普通批 24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06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41 森林消防 五年制普通批 5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5 730602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14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1 730301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9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3 720801营养与保健 五年制普通批 12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4 730301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5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5 610202园林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3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6 610301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9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7 620301工程测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8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8 610202园林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9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9 610301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3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0 710201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5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1 720407中药制药 五年制普通批 27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2 710201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2 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3 730701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6 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5 730301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32 通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6 730701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5 通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8 710201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1 弥勒卓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9 740201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10 弥勒卓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0 710202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6 峨山县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0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1 730701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9 峨山县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7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2 勐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Z1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41 昭通农校【联办点】

530711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Z2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4 昭通农校【联办点】

530714 云南艺术学院 公办 02 舞蹈表演 五年制普通批 1 云南艺术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01 铁道运输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38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02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69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03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2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04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27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05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72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06 播音与主持 五年制普通批 17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07 音乐表演 五年制普通批 23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08 戏剧表演 五年制普通批 18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10 界面设计与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13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11 工艺美术 五年制普通批 4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12 数字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0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13 艺术设计与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6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14 民族音乐与舞蹈 五年制普通批 26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16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0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17 文秘 五年制普通批 29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18 飞机设备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21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19 物联网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9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20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3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21 建筑工程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2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5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民办 22 市政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30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2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7 昭通市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5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7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6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1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7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9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8 作物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6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9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4 宁洱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1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9 宁洱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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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2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9 普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3 园艺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5 普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4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6 曲靖市师宗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6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0 施甸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8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 施甸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0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1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1 药品食品检验 五年制普通批 17 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4 园艺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5 云南省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5 宠物养护与经营 五年制普通批 8 云南省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6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29 云南省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7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74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8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0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0 生物制药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74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1 农产品贮藏与加工 五年制普通批 53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2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125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3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0 云南省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4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19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5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1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6 园林绿化 五年制普通批 10 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6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37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37 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2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73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3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9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4 地图绘制与地理信息系统 五年制普通批 34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5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6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6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五年制普通批 7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8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58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9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0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59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1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67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530717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2 供用电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6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3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8 云南省普洱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6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3 广南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7 焊接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1 漾濞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8 焊接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4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1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2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3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8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4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2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5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6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4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7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五年制普通批 9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8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2 广南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9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8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6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民办 0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269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26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民办 02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345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26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民办 03 医学检验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47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26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民办 04 医学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30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26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民办 05 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76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26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民办 06 卫生信息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81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26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民办 07 营养与保健 五年制普通批 90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26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民办 08 中药 五年制普通批 172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26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民办 09 婴幼儿托育 五年制普通批 64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26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民办 B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56 宣威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26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民办 B2 中医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58 宣威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26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民办 C1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10 云南中医药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26 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民办 C2 医学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2 云南中医药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03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0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04 地图绘制与地理信息系统 五年制普通批 7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09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6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11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0 祥云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12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6 玉溪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14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7 云南省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15 数控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4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16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6 文山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17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9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18 康养休闲旅游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6 昆明市禄劝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19 电子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9 昆明市禄劝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20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8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22 防灾减灾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2 曲靖工商学校【联办点】

530728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公办 23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7 绿春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01 舞蹈表演 五年制普通批 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02 舞蹈表演 五年制普通批 8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04 戏曲表演 五年制普通批 46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05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555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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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06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31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07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4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08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4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09 美发与形象设计 五年制普通批 5 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10 音乐表演 五年制普通批 18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11 绘画 五年制普通批 10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12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36 昆明市西山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13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82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14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42 昆明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15 绘画 五年制普通批 2 昆明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16 民族音乐与舞蹈 五年制普通批 18 云南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17 民族音乐与舞蹈 五年制普通批 23 云南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18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19 动漫与游戏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11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20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9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21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48 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22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68 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23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32 昭通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24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73 镇雄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25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30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26 影像与影视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1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27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2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32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办 29 动漫与游戏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16 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3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8 运动训练 五年制普通批 39 曲靖市体育运动学校【联办点】

530733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0 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3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8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2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0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5 曲靖工商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1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3 曲靖工商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2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2 云南省曲靖幼儿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3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1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4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31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5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3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8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30 曲靖工商学校【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9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8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0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1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36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1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13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0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31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02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48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03 医学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04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9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05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6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06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27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07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08 供用电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5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09 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65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10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8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11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5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12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9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13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6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14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4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15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16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34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17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4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18 口腔修复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64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19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20 卫生信息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15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21 化工机械与设备 五年制普通批 85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22 化学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23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37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24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35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25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30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26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4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27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2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28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33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29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16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30 铁道运输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9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3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09 文山州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32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115 文山州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33 医学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55 文山州卫生学校【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34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36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35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105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36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39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办学性质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批次类型 空余计划 办学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37 安全保卫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42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38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48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39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92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40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5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41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54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42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88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43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39 富宁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44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6 富宁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45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3 富宁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46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35 富宁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0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 47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35 广南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0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200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02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142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03 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7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04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26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07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67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08 高速铁路乘务 五年制普通批 18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09 建设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44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10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47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11 建设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28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12 工程测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5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13 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14 水利工程运行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4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15 建筑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维 五年制普通批 28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16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76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17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7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18 机械加工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2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19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28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20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33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21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8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2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6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23 艺术设计与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10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24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5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25 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134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26 数控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7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27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0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28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29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4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30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7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32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3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33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7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34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36 大数据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8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37 现代通信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5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38 绘画 五年制普通批 3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40 医学生物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9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41 网络信息安全 五年制普通批 27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42 移动应用技术与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32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43 软件与信息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9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44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9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45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28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46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27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47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0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48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299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49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130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50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0 云南省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51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34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52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36 云南省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53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4 云南省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54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省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55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9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56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69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57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0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58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51 施甸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59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69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60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9 彝良县职业技术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61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0 盐津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62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70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63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28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64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7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65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9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66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2 祥云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67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6 祥云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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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68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7 昭通市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69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18 禄丰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70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9 靖宁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71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20 昌宁县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72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40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73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7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74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8 昭阳区高级职业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75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20 楚雄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76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45 楚雄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77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36 楚雄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78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7 楚雄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79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0 镇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80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9 禄丰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81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6 禄丰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82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83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8 禄丰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84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70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85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9 弥勒市卓越中等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86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0 弥勒市卓越中等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87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00 云南省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88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70 巧家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89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0 巧家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90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8 昭阳区高级职业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91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9 盐津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92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18 盐津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93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9 靖宁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95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29 曲靖麒麟长兴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97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30 靖宁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1 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 民办 98 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9 昭阳区高级职业中学【联办点】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01 工程测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02 建筑表现 五年制普通批 3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03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45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04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160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05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50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06 数控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7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07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08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五年制普通批 37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09 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10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83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11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3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12 医学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23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13 口腔修复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110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14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53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15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4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16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04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17 建筑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维 五年制普通批 74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18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26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19 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3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20 婴幼儿托育 五年制普通批 37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21 人力资源管理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38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22 建设项目材料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55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23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58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24 新能源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13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25 高速铁路乘务 五年制普通批 49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26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2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 民办 27 大数据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57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01 工程测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64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02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5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03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68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04 城镇建设 五年制普通批 7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05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64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06 建筑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维 五年制普通批 78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07 建筑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维 五年制普通批 74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08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62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09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71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10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66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11 医疗器械维修与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12 汽车服务与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74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13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92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14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44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15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67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1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66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17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72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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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18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19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22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20 口腔修复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91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21 中医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50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22 婴幼儿托育 五年制普通批 58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23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37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24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25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38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26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3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27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28 中西面点 五年制普通批 41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29 数字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8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30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34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31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44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32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6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33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46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34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41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35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8 昆明市台湘科技学校【联办点】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36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8 昆明市台湘科技学校【联办点】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37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8 昆明市台湘科技学校【联办点】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38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3 昆明市台湘科技学校【联办点】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39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7 昆明市台湘科技学校【联办点】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40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9 昆明市台湘科技学校【联办点】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41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77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42 现代通信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68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43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69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3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民办 44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80 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0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05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02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3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03 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8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04 医学检验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6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05 医学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1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06 口腔修复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212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07 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0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08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319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09 中药 五年制普通批 71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10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3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11 中医养生保健 五年制普通批 28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12 中医养生保健 五年制普通批 65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13 卫生信息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9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14 卫生信息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8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15 营养与保健 五年制普通批 3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16 生殖健康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9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17 食品加工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1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18 中草药栽培 五年制普通批 8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19 眼视光与配镜 五年制普通批 5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20 婴幼儿托育 五年制普通批 90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21 医疗器械维修与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9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2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0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23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75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24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66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25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78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26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49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27 物联网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55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29 飞机设备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57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30 电子信息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31 高速铁路乘务 五年制普通批 85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32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80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33 医学检验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1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34 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9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民办 35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54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1 有色金属冶炼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3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2 高速铁路乘务 五年制普通批 1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3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4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4 工艺美术 五年制普通批 8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5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2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6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7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7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4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8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6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9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9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5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0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6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01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0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02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3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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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03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6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04 软件与信息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4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05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8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06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8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07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9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09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10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3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11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0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12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9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14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2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17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0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18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2 云南省普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19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7 思茅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21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1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22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5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23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4 昆明西山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24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14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25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9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26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28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7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29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7 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30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0 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31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12 通海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32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2 嵩明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34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7 澄江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6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公办 35 物业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1 澄江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1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31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4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9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5 界面设计与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43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7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五年制普通批 45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8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40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9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36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4 焊接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59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6 艺术设计与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15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8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0 临翔区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47 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9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23 大姚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48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2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6 迪庆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01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56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02 美容美体艺术 五年制普通批 40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03 动漫与游戏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05 商务泰语 五年制普通批 1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06 文秘 五年制普通批 4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07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57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08 营养与保健 五年制普通批 5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09 卫生信息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10 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107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11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96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1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41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1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 五年制普通批 47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14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48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15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66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16 建筑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维 五年制普通批 86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17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18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76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19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68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20 国际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2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21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22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23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73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24 商务英语 五年制普通批 26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25 旅游外语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26 旅游外语 五年制普通批 4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27 旅游外语 五年制普通批 5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28 旅游外语 五年制普通批 4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30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14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31 现代通信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41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32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4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33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5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34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36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9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37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0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38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41 云南省曲靖幼儿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39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2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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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40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4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41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9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43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4 云南省曲靖航空学校【联办点】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44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5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45 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47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49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靖宁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50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0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靖宁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49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民办 51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8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靖宁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0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703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02 医学检验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75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03 医学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06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04 婴幼儿托育 五年制普通批 185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05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4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06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45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07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40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08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5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09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3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10 国际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44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11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116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12 物流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47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13 人力资源管理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8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14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8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15 高速铁路乘务 五年制普通批 160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16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 五年制普通批 38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17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9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18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61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19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41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20 法律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1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21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4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22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50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23 文秘 五年制普通批 28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24 工艺美术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25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46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26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9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27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41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28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45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29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9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2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民办 30 防灾减灾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85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4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2 大理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5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0 丽江市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7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6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8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6 怒江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0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1 迪庆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1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9 云南省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2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7 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联办点】

530754 大理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3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7 永平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57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公办 05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4 临沧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57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公办 06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2 普洱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57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公办 07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6 文山州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02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4 安宁市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04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8 宁洱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05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3 宁洱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06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1 普洱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07 生物制药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34 普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08 服装设计与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13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09 移动应用技术与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0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10 艺术设计与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9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11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2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12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4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13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9 昭通市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14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9 昭通市财贸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15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五年制普通批 7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16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4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17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 昆明市晋宁区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18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27 兰坪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19 民族工艺品设计与制作 五年制普通批 18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20 焊接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6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21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8 普洱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22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9 文山州工商信息管理学校【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23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4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24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7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25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48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26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40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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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27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6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3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公办 28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59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5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03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6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04 建筑水电设备安装与运维 五年制普通批 19 云南建设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05 发电厂及变电站运行与维护 五年制普通批 4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07 建筑水电设备安装与运维 五年制普通批 28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08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4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09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61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10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59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11 工程测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32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12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75 云南省文山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13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2 云南省普洱林业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14 工程测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9 云南省普洱林业学校【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15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4 昆明市西山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公办 16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76 嵩明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02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25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03 汽车车身修复 五年制普通批 35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04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4 昭通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05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28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07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3 临沧市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08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35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09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5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10 航空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23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11 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32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13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37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15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6 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17 轮机维护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0 绥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18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 绥江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19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47 昆明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5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公办 21 汽车车身修复 五年制普通批 67 昆明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2 建筑装饰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62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6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34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9 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54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0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46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4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42 玉溪体育运动学校【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6 汽车车身修复 五年制普通批 43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7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1 永德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8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0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66 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9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五年制普通批 44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联办点】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01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44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02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110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03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4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04 医学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71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05 医学检验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81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06 中医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9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07 中药 五年制普通批 92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08 口腔修复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122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09 美容美体艺术 五年制普通批 68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10 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91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11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12 眼视光与配镜 五年制普通批 26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13 中医养生保健 五年制普通批 29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14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96 云南中医药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15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47 云南中医药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16 中药 五年制普通批 23 云南中医药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17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30 云南中医药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18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782 云南曲靖护理学校【联办点】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19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94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20 医学检验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44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21 中医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8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23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83 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24 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76 红河州卫生护理学校【联办点】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25 药剂 五年制普通批 26 红河州卫生护理学校【联办点】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26 医学影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4 红河州卫生护理学校【联办点】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27 医学检验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6 红河州卫生护理学校【联办点】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28 婴幼儿托育 五年制普通批 24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7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民办 29 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3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04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7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07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9 云南省昆明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12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3 昆明市旅游职业中【联办点】

530768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 15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25 云南省普洱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1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320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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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2 防灾减灾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15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3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70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5 工艺美术 五年制普通批 5 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7 作物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5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9 畜禽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51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1 美发与形象设计 五年制普通批 28 红河州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2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8 红河州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5 中医康复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12 红河州卫生护理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6 中餐烹饪 五年制普通批 40 曲靖靖宁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7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39 曲靖靖宁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8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24 曲靖靖宁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9 安全技术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169 蒙自警星职业学校【联办点】

530770 红河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1 作物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9 石屏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2 770101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20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3 730301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19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4 730701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21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5 730201金融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35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6 740101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29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8 710210计算机平面设计 五年制普通批 9 曲靖财经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09 610115农产品贮藏与加工 五年制普通批 21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0 690101食品加工工艺 五年制普通批 10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1 700206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12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2 730301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48 曲靖工商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3 700206汽车运用与维修 五年制普通批 84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4 660701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86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5 770101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45 云南省曲靖幼儿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6 720201护理 五年制普通批 13 云南省曲靖护理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7 710201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20 曲靖市麒麟区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18 730701电子商务 五年制普通批 30 曲靖市麒麟区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0 610102作物生产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1 马龙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1 610105园艺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21 马龙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1 曲靖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 23 710201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8 广南民族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01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 五年制普通批 21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0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115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03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46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04 物联网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143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05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57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06 建筑工程造价 五年制普通批 61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07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 五年制普通批 64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08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47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09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19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联办点】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10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 五年制普通批 72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11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普通批 48 隆阳区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12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 五年制普通批 137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13 移动应用技术与服务 五年制普通批 95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14 工程测量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94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15 电梯安装与维修保养 五年制普通批 96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16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108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17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94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18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五年制普通批 57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19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45 文山州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20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67 曲靖市麒麟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21 幼儿保育 五年制普通批 47 云南省曲靖幼儿师范学校【联办点】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22 机电技术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8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23 新能源汽车制造与检测 五年制普通批 26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24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85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25 运动训练 五年制普通批 187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26 市场营销 五年制普通批 86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校本部】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27 会计事务 五年制普通批 38 弥勒卓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28 计算机应用 五年制普通批 41 弥勒卓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2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民办 29 旅游服务与管理 五年制普通批 40 弥勒卓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5 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公办 01 工艺美术 五年制普通批 6 昆明市推拿职业学校【联办点】

530775 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公办 02 工艺美术 五年制普通批 7 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联办点】

530775 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公办 03 工艺美术 五年制普通批 5 昭通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联办点】

530775 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公办 04 工艺美术 五年制普通批 4 玉溪市特殊教育学校【联办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