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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新兴职业学院关于开展 

2021 年高职单独考试招生的招生章程 

 

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的战略决策和《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国发【2014】35 号）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的文件精神，加快推进高职（专科）院校分类考试，深化高职

院校招生改革，为确保学院单独考试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公

开、按时、顺利地完成，特制定本章程。 

一、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学校代码：4153014032（省编代码 5356） 

学历层次：民办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院校 

学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经开区水海子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学校简介：云南新兴职业学院(医药类高等院校）创办于

1993 年 6月，前身是“南方民族医药培训学校”，是云南省创

办最早的社会力量办学单位之一。1998 年 10 月经云南省教育

厅批准为“南方民族医药进修学院”。2005 年 12 月，经云南

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具有独立颁发高等学历文

凭资格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学院创办伊始，即定位为医药

专业的高等医学院校，学院师资雄厚，教学实验设备齐全。 

现有三个校区，学院为响应国家教育扶贫号召，新校区建

在禄劝县城，总占地面积 1153 亩，建筑面积 63.2万平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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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实训室 227 间，教学仪器设备价值 5068 万元，藏书 68.7万

册，电子图书 450GB。现有 30 个高职大专专业，覆盖了医药卫

生大类、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等 7 个专业大类。高职在校生

11250 人。学院现有临床医学专业附属医院 2 家，口腔医学专

业附属医院 2家，中医学专业附属医院 2家,7家教学医院，90

余家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学院曾荣获“全国优秀民办高校”等

奖项 18项；获云南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省、部级奖项 131 项。

教师参加全国护理、康复专业教学讲课比赛：荣获全国一、二

等奖多项，护理、助产专业学生连续七年参加全国执业护考过

关率均位居同类院校前列，近三年科研课题结题 37项，荣获云

南省民办教育优秀科研成果奖励 7 项，毕业生连续六年就业率

达 92%以上。学院重视德育教育和技能教育相结合，注重学生

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秉承：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

办学特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培养目标、厚植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底蕴的树人特色、“六个坚持，雷打不动”的管理特色、

从“面向基层”到“融通中外”的就业特色、感恩回报的服务

社会功能特色。特别注重培养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特别注重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办学二十七年，学院始终以“素质教育、技能教育、特色

教育”为办学宗旨；确立“爱国爱党、勤学为民”的校训；坚

持“技能决定一生，道德决定一世”“家有良田万倾，不如薄

技在手”的办学理念，以实现中国梦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强

化教师服务意识，求真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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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条件  

1.普高生：通过 2021 年普通高考报名，并取得云南省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11门科目成绩合格的应（往）届普通

高中毕业生。  

2.三校生：通过 2021 年三校生高考报名的考生。 

三、招生计划 

 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2021年高职单独考试招生计划为 1380人，

招生专业、分类及招生人数如下表： 

2021 年云南新兴职业学院单独考试招生专业、分类情况表 

序号 专业类别 专业名称 专业开设年限 专业代码 学制 招生类别 拟招计划 

1 护理类 护理 2011年 620211 3年 
文、理、三校 
（不限类别） 

480人 

2 康复治疗类 康复治疗技术 2011年 620501 3年 
文、理、三校 
（不限类别） 

180人 

3 

医学技术类 

医学检验技术 2013年 620401 3年 
文、理、三校 
（不限类别） 

180人 

4 口腔医学技术 2013年 620405 3年 
文、理、三校 
（不限类别） 

180人 

5 

药学类 

药学 2015年 620301 3年 
文、理、三校 
（不限类别） 

180人 

6 中药学 2014年 620302 3年 
文、理、三校 
（不限类别） 

180人 

四、单独考试招生学制及学历 

单独考试招生录取的学生，学制为三年；学历证书与 2021

年 6 月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考生相同，均为普通高等学校

大学专科学历。 

五、报名时间及形式 

1、报名时间：2021 年 3 月 23 日至 26 日。具体以云南省

招考频道和云南新兴职业学院网站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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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考办法：登录 http://www.ynzs.cn（云南省招考频

道）,点击进入“工作网”，通过“普高志愿填报”功能，按程

序进行单招院校志愿填报，并在规定时间内到确认点进行志愿

确认签字。  

六、考试费用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取消免

征一批云南省地方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云财非税

〔2017〕16 号）精神，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取消高等院校

自主选拔录取考试费和单招考试费。我院单招考试不收考试费。 

七、公示进入单招考试名单 

（一）普通高中生 

我院根据报考人数、学业水平考试量化成绩，按不低于招

生计划 2 倍的比例，于考生志愿填报确认后一周内，在学院官

方网站上公布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考生名单。 

（二）三校生 

我院于考生志愿填报确认后一周内，在学院官方网站上公

布报考我院的考生名单、参加文化素质网络远程考试时间及相

关考试事宜。文化素质考试结束后，我院根据考生文化素质考

试成绩，按不低于招生计划 2 倍的比例，公布参加职业技能考

试的考生名单，并在学院官网公布职业技能考试方案、考试大

纲、考试时间，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参加学院组织的职业技能考

试的网络远程考试。 

八、体检 

http://www.ynz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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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高职单招的考生必须参加县、市、区招考办统一组织

安排的普高体检。 

九、考试方式、时间及地点 

 （一）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不分文理科，实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11门科目成绩

+职业适应性测试”评价方式。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量化成绩

220 分，职业适应性测试 200 分，总分 420 分。 

1.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量化成绩 

（1）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共 11 门学科（语文、数学、

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

及通用技术），每个科目按最好成绩等第进行量化(A 等 20 分、

B 等 16 分、C 等 12分、D等 8 分)，量化分数的满分为 220 分。 

（2）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将报考考生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11 门科目量化成绩提供给我院，我院根据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 11 门科目量化成绩总分，确定并公布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最

低控制分数线和考生名单。 

2.普通高中职业适应性测试 

针对不同招生专业进行职业技能测试 

（1）测试时间：以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在招考频道官网公布

的时间为准（同时，我院也会在学院官网公布职业技能测试网

络远程测试时间，并电话、短信告知学生）。 

（2）测试地点：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水海子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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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业适应性测试：综合素质面试（80 分）+专业适应

性测试（120 分），满分 200 分。 

综合素质面试：主要考查仪容仪表（形象形体）、精神面

貌、语言表达、文化素养、逻辑思维、心里素质、社会综合适

应能力等。各专业根据本专业实际制定具体的面试项目、面试

标准和面试要求。 

专业适应性测试：主要考察学生思想观念（包括职业意识、

职业态度、专业思想等），以及对所选专业的认识、学习志向

与兴趣、个人爱好特长、未来就业打算和专业潜质及学生对所

选专业其他相关素质的展示等。 

（二）三校生应（往）届毕业生 

采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形式。文化素质考试

220 分，职业技能测试 200 分，总分 420 分。 

1.三校生文化素质考试 

（1）文化素质测试实行笔试，测试科目为语文 60分、英

语 30 分、数学 30 分、政治 100 分，测试时间 120分钟，满分

220 分。 

（2）考试大纲：云南省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公共科目考

试说明。 

（3）考试时间：以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在招考频道官网公布

的时间为准（同时，我院也会在学院官网公布三校生文化素质

考试远程测试时间，并电话、短信告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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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试地点：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水海子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5）考试方式：采取计算机网络远程考试。 

（6）考试评卷：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按评分标准由计算机系

统自动评卷。 

（7）文化素质考试结束后，确定进入面试考生名单，及时

公布参加职业技能测试考生名单。 

2.三校生职业技能测试 

（1）测试时间：详见学院网站公告或者学院招生办电话告

知考生。 

（2）测试地点：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水海子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3）职业技能考核，主要测试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根据

本专业实际，通过问答、技能展示、专业实操等进行。 

十、成绩查询 

考试结束后，考生可登陆云南新兴职业学院网站

http://www.ynxzy.com 查询考生本人成绩。 

十一、录取 

1.录取原则 

单独考试招生录取工作在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指导、监督下，

由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综合评价、全

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进行录取。 

http://www.ynxz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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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普通高等学院招生体检指导意见》标准，色盲和色

弱不予录取。建议残疾考生和肝功能不正常者慎报医药卫生类

专业。必要时，并按招生有关规定对考生身体例行复检。  

3.录取程序 

（1）根据招生计划、考试成绩、考生专业志愿按“总分优

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分别确定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三校生应（往）届毕业生考生拟录取名单，经云南新兴职业学

院招生办审核后，拟录取名单在规定时间内上报省招考院，同

时在我院网站上公示。我院单招拟录取名单上报后，不再对拟

录取公示名单进行增减。 

（2）拟录取名单考生公示：经省招生考试院复核同意后，

拟录取名单在云南省招考频道网上公示。 

（3）拟录取考生确认：我院在云南省招考频道网上公示拟

录取考生名单，名单中的考生必须到当地报名确认点进行拟录

取确认（被两所及以上院校拟录取公示的，只能选择一所院校

进行确认）。未签字确认的考生视为放弃参加单招录取（具体

时间以省招考院通知公布的为准）。 

（4）最终单招录取名单公示：在云南省招考频道网上公示

最终单招录取确认考生名单（具体时间以招考院通知为准）。 

（5）单招录取考生通知书发放：经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审核

批准，我院于 2021 年 7月办理录取手续，向录取考生发放录取

通知书。 

十二、考生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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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招生，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教

育专科层次，经确认录取的考生，在校就读期间不得以任何理

由转专业，其它待遇与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录取的考生完全

相同，录取学生与秋季招收学生一并入学。凡被高职单招录取

的考生，不再参加 2021年普通高考。未被录取的且符合全国统

一高考条件的考生，可继续参加 2021 年普通高考。  

2.凡被学院录取的新生，应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

按时到校办理入学手续。逾期不报到，且未履行请假手续者，

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3.新生入学后，学院将复查新生入学资格。凡不符合条件

或有舞弊行为的，将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及学

院有关规章制度处理。 

4.学生在校期间通过参加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考试合格获相

应的职业资格等级证书。 

十三、助学保障  

学院严格执行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和助学贷款管理制度，

对贫困学生实施资助。此外，学院还为学生提供勤工助学渠道，

帮助贫困学生能正常完成学业。 

十四、联系方式 

1.通讯地址：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水海子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2.邮政编码：65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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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话及传真：0871-67426292    67427009（传真）（工

作日接电话时间：上午 8：00 一 11:30，下午 14:30一 17:30） 

4.联系人：许老师（13708460875） 

5.学院网址：http://www.ynxzy.com  

十五、特别声明 

学院不委托任何招生中介机构、培训机构、单位和个人代

办单招事宜，有关问题请直接与学院招生办联系，否则出现任

何后果，学院概不负责。  

十六、相关事宜 

1.学院以往有关招生工作的政策、规定如与本章程相冲突，

以本章程为准；本章程若有与国家相关政策不一致之处，以国

家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  

2.本章程适用于云南新兴职业学院 2021年高职单招工作，

由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招生办负责解释。  

十七、附则  

本章程未尽事宜，由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招生办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