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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学院荣誉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是始建于 1956 年

的玉溪农业学校，2002 年，独立升格为全日制公办

高等职业院校。学院占地面积 346.06 亩，全日制在

校生 6000 余人，年技能培训鉴定超过 5000 人次。

现有教职工 257 人，专任教师 219 人，其中正高级

职称 7 人，副高级职称 66 人；具有硕士学位 109 人。

“双师素质”教师 114 人，省级教学名师 2 人，省

级科技特派员 1 人，省级“三区”人才计划 1 人，

省级教学团队 2 个，市级中青年学科技术带头人 3 人。

国家级心理咨询师 11 人。学院是玉溪唯一一所特色

高职院校，也是国家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

云南省文明单位、云南省第 110 职业技能鉴定所、云南省校园创业示范平台、澜沧江—湄公河职业教育联盟理事单位。

学院现有农林科学系、动物科学系、食品药品工程系、建筑与环境艺术工程系、经济管理系、信息技术与电气工程

系等六个教学系，开设 51 个三年制高职专业，23 个五年制高职专业和 12 个中专专业。专业设置以农为主，农、工、商

结合，文理并重，多元协调发展，建设与现代农业产业链前、中、后端相对应的农业类、商贸类、建筑工程类、食品药品类、

加工制造类、电气与信息技术类、“互联网 +”等 7 个特色专业群。园艺技术和烟草栽培与加工专业为中央财政支持专业。

建有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1 个，省级教学名师工作室 1 个。拥有烟草生物防控基地、食用菌研发中心、畜禽疫病诊断监

测中心、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基因测序技术中心、高原湖泊珍稀鱼类保育中心、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图形渲染工程中心等

多个实训基地（研究中心）和 1 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学院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温氏集团、深圳华大基因等龙头企业以及科

研院所建立了稳定的校企、校研合作关系。截止目前，学院与企业、院所等单位合作达到 129 家。学院招收老挝、缅甸

等留学生，组织尼泊尔、泰国等境外培训人次达 256 人。

近年来，学院获得质量工程建设项目 27 项，其中国家级 2 项，省级 25 项。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荣获国家级奖项 35 项、

省级奖项 150 项。教师主持完成各级各类课题 65 项，其中省级以上课题 30 项，市级课题 15 项；获得科研成果奖励 64 项，

其中省级奖励 2 项，市级奖励 34 项；科技成果转化 3 项；专利 4 项。发表教科研论文 376 篇，其中科学引文索引（SCI）

收录 7 篇，核心期刊 158 篇；主编或参编教材 35 册，其中“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教材 1 册；高职高专教育“十三五”

国家规划教材 7 册；国家级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19 册；全国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3 册；省级“十二五”规划教材 3 册。学院

先后荣获“云南省职业教育先进集体”、“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先进集体”、“云南省高等学校教育科研先进集体”、

“云南省职业培训鉴定‘双十佳’先进单位”、“玉溪市社科普及宣传示范基地”等称号。

2 / Brochures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单独招生计划表

学制三年，学费 4500 元 / 年，住宿费 600-1000 元 / 人 / 年 ;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为学院与武汉伟创聚赢科技有限公司校企合作专业，除缴纳正常学费 4500 元 / 年外，还要向企

业缴纳技能培养费 7000 元 / 年；

建筑室内设计与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为学院与厦门布塔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专业，除缴纳正常学费 4500

元 / 年外，还要向企业缴纳技能培养费 6000 元 / 年 ;

通过 2018 年高考报名的我省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考生，方可报名参加“单招建档立卡专项计划”，“单招建档立

卡专项计划”实行单列计划、单独划线、专项录取。

就读地址：玉溪市红塔区研和街道向家庄 41 号；

咨询电话：0877-2990071，0877-2295193；传真：0877-2991214；邮政编码：653106；

学院网址：http://www.yxnzy.net/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
代码 总计划

普高计划 三校生计划 备注

文史 理工 计划数 考试类别

01 园艺技术 510107 15 5 5 5 农林类

02
农产品加工与

质量检测
510113 20 12 8

03 动物医学 510302 15 5 5 5 农林类

04 测绘工程技术 520303 20 12 8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201 50 23 22 5 计算机信息类

06 建筑室内设计 540104 25 13 12

07 数字媒体技术 610210 25 13 12

08 食品加工技术 590101 15 生物化学类 建档立卡专项计划

09 烟草栽培与加工 510111 15 农林类 建档立卡专项计划

合计 200 83 72 15

注：实际计划以招生考试院发布计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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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考条件
通过 2018 年高考报名的普通高中应（往）届、三校生应（往）届考生均可报考高职单招。

二、报考时间
2017 年 12 月 25 日 8 时至 12 月 29 日 18 时，29 日 18 时关闭报名系统。

三、报考办法
登录云南省招考频道进入“工作网”，通过“普高志愿填报”功能进行报考，并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 18 时前到确

认点进行签字确认。

四、申请免试入学
职业院校技能拔尖中职毕业生申请免试就读高职（专科），免试资格等相关问题请直接与学院招生就业处联系。

五、考核方式及报到时间、测试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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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420 分。其中：11

门科目包括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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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分数满分为 220 分；职业适应性测试 200 分，由

我院自行组织考试。

未参加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考生，可报名参加高考当年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按考试成绩与等第量化为

相应的分数。

（二）三校生应（往）届毕业生

实行“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评价方式，按照我院公布的招生章程、考试大纲及考试实施方案进行，我院单独组织命题、

考试，2018 年 3 月 15 日在学院招生就业网（http://zsjy.yxnzy.net/) 公布单招考试成绩。

（三）报到时间及地点

1. 报到时间：2018 年 3 月 10 日 8：00-16：30

2. 报到地点：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玉溪市红塔区研和街道办事处向家庄 41 号 ）

3. 校园开放日活动：学院于 2018 年 3 月 10 日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届时欢迎各位考生及家长到学院参观。

（四）测试时间及地点

1. 测试时间

测试科目 测试时间 时限

职业适应性测试 2018 年 3 月 11 日 10：00-12：00 120 分钟

文化素质 2018 年 3 月 11 日 9：00-11：00 120 分钟

职业技能测试 2018 年 3 月 11 日 14：00-15：20 80 分钟

2. 测试地点

考点 考生类别 考生生源范围 考试地点 联系
方式 备注

玉溪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

普通高中、

三校生

报考我院的

所有考生

玉溪市红塔区研和街道

向家庄 41 号

0877-

2990071

或

0877-

2295193

考生在报到时间内到学

院确认，并领取准考证。

单独招生报考及录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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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生程序及录取
（一）考生查询测试成绩

2018 年 3 月 16 日，考生可登陆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招生就业网（http://zsjy.yxnzy.net/) 查询测试成绩。

（二）公示确认录取

1.2018 年 3 月 23 日前在云南省招考频道网（http://

www.ynzs.cn/) 及学院招生就业网（http://zsjy.yxnzy.net/) 上

公示拟录名单。

2. 云南省招考频道网及学院招生就业网上公示的考

生，必须到当地报名确认点进行确认（被两所及以上院校

拟录公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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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确认流程

（1）时间：2018 年 3 月 26 日 8 时—3 月 28 日时

（2）地点：当地县、市、区招办

内容 要求 备注

选择确认

考生携带单招准考证及身份证到当地县、市、区招办，现

场选择拟录公示中的一所院校进行确认或选择放弃参加单

招录取确认

由县、市、区招办信息员按考生选

择通过工作网进行确认

打印确认表 考生确认无误后签字确认 县、市、区招办存档备查

4. 2018 年 4 月 4 日前云南省招考频道网上公示单招预录名单。

5. 经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审核批准，学院于 2018 年 7 月办理录取手续，并向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七、其他
（一）三校生必须参加文化素质考试、职业技能考核、体检方有资格参加单招录取；高中生须达到学业水平考试控

制分数线、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体检方具备单招录取资格。

（二）确认参加单招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普通高校统一考试录取。

（三）考试招生等相关问题咨询，请直接与我院招生就业处联系 .

咨询电话：0877-2990071，0877-2295193；传真：0877-2991214。

Brochures / 5



 » 农林科学系

种子生产与经营
主干课程：《植物生长与环境》《植物形态与分类》

《试验与生物统计》《作物遗传学》《作物育种与良种繁育》

《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设施园艺》《作物大田栽培》《种

苗生产技术》《植物组织培养》《种子管理与经销知识》《种

子机械与加工技术》《种子检验与检疫》。

就业去向：培养适应各级农业管理部门、种子管理单

位、农业科研单位、涉农企业，从事种子生产、种苗生产、

种子管理、经营、销售等技术服务及相关生产管理工作。

烟草栽培与加工（中央财政支持专业）

主干课程：《植物生长与环境》《烟草栽培技术》《分

析及烟草化学》《烟草病虫害防治技术》《烟草调制技术》《烟

叶分级与收购技术》《烟草遗传育种技术》《烟草商品学》

《市场营销》《作物生产技术》。

就业去向：烤烟分级岗位、烤烟烘烤岗位、烤烟辅导员、

烤烟合作社管理人员、职业烟农。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主干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食品微生物学》

《食品营养与卫生》《食品理化分析技术》《食品原料学》

《农产品质量检测技术 1》《食品标准与法规》《食品添加

剂》《现代仪器分析技术》《作物生长环境检测技术》《农

产品质量检测技术 2》《农产品质量安全》《食品质量与管

理认证》《食品基础分析实验技能综合训练》《食品微生物

检测技能综合训练》《农药残留检测技能综合训练》。

就业去向：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质量技术监督局、

海关、工商部门、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局、农产品加工生产

企业、大型超市、农产品批发市场等相关部门，从事农产

品卫生监督管理、农产品品质检测、农产品质量管理控制、

质量认证等方面工作。

专业介绍

种子生产与经营技能大赛

烟草栽培与加工专业教师授课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实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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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筑与环境艺术工程系

园艺技术（中央财政支持专业）

主干课程：《园林植物》《植物生长与环境》《植物

组织培养》《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种苗生产技术》《花

卉生产技术》《观光园规划与经营》《设施园艺植物生产》《观

光园艺与庭园园艺》《无土栽培》《农资与园艺产品营销》

《观赏植物栽培技术》《插花艺术》《干花、压花制作》《盆

景制作》《花卉组合盆栽》。

就业去向：各级农业科研及推广单位、园林绿化站、

农业观光园区、花卉企业、风景区、公园部门从事园艺产品

经营及园艺资材经营；开设植物医院、家庭园艺托管等生产、

科研、经营、管理工作。

园林技术
主干课程：《园林苗木生产》《城市园林绿地规划设计》

《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计算机辅助园林设计》《园林

工程测量》《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园林工程预决算》

《园林工程监理》。

就业去向：到各城建部门，园林管理处，园林设计院

（所），建筑公司，绿化工程公司、房地产公司、装饰公司，

从事园林景观设计、方案表现、园林工程施工及项目管理等

工作。

测绘工程技术
主干课程：《测量学》《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测绘

工程 CAD》《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知识》《控制测量》《工

程测量》《数字化测图》《地籍测量与房产测绘施工》《测

绘工程管理》。

就业去向：国土、测绘、规划、城建、水利、农林、环保、

房地产等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满足工程建设需要的测绘、地

理信息管理等工作。

工程安全评价与监理
主干课程：工程制图与 CAD、安全生产管理、建筑施

工安全技术、建筑工程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工程项目安全评

价、工程监理、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管理等。

就业去向：主要面向工程建设行业，在工程施工、监

理岗位群，从事工程建设项目的安全管理、工程监理和安全

评价等工作。

园林技术专业学生现场施工

测绘工程技术专业学生在中央教育频道《少年工匠》录制现场

工程安全评价与监理专业的现场模拟教学

园艺技术专业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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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动物科学系

畜牧兽医（骨干专业）
主干课程：《禽生产技术》《猪生产技术》《牛羊生

产技术》《禽病防治技术》《猪病防治技术》。

就业去向：从事牛羊、禽、猪场设计、饲养管理和生

产经营管理；牛羊、禽、猪病诊断、检疫和防治；兽药、饲

料和动物保健品营销及管理等工作。

动物医学
主干课程：《禽病防治技术》《猪病防治技术》《牛

羊病防治技术》《小动物疾病防治技术》《动物性食品理化

检验技术》。

就业去向：从事动物疾病诊断和防治、动物检疫和动

物性食品卫生检验、宠物护理、宠物疾病诊断与防治。

动物药学
主干课程：《动物药剂学》《中药炮制》《兽医生物制品》

《动物疫病概论》《药物分析学》。

就业去向：主要从事化学药品、中成药及饲料药物添

加剂、生物制品的生产、质量监督、检验、管理和推广应用、

兽药、生物制品企业市场开拓、新客户开发、兽药经销与养

殖咨询工作。

宠物养护与驯导
主干课程：《小动物疾病诊治》《宠物美容》《宠物驯导》。

就业去向：宠物疾病诊治、宠物美容、宠物驯导、宠

物婚配、宠物摄影、宠物殡葬、宠物用品销售、宠物护理、

宠物酒店管理。

畜牧兽医专业学生到企业实习

动物医学的病理剖检

宠物美容

动物药学的兽药残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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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食品药品工程系

食品加工技术
主干课程：《畜产品加工技术》《果蔬贮藏运销技术》《粮

油产品加工技术》《果蔬产品加工技术》《软饮料加工技术》

《发酵食品加工技术》《食品分析与检验技术》。

就业去向：大型农产品超市、果蔬贮运公司、科研院所、

食品加工企业、绿色果蔬生产基地等企事业单位从事食品的

检测、生产、贮藏、加工、经营、进出口贸易的质量监督和

认证管理、海关及商品检验部门、食品卫生检验；自主创业，

从事食品的规模生产和贮运工作。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主干课程：化学分析技术；药物分析技术；现代仪器

分析技术；药事管理与法规；GMP 实务、GSP 实务；药品

生物检定技术。

就业去向：药品研发部门；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药品

质量检测中心；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主干课程：《会计学基础与财务管理》《中医药学概论》

《药品营销心理学》《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理学》。

就业去向：药品用药指导、药品营销和营销管理等方

面的工作。

食品加工技术专业学生在上烘焙课

药品质量与安全的化学分析实验

药品虚拟仿真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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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技术与电气工程系

计算机应用技术（校企合作专业。联系人：杜磊，联系

电话：18687766625）

主干课程：《 计 算 机 应 用 基 础》《Java 编 程 技 术 基 础》

《HTML+CSS 网页设计》《SQLServer 数据库基础》《C# 数据库

编程基础》《企业职业导向训练 S1》《Oracle 数据库》《使用

JQuery 简化客户端开发》《深入 JavaOOP 编程》《JSP/Servlet 分

布式开发技术》《深入 C# 语言设计面向对象程序》《使用 ASP.

NET 开发 Web 项目》《企业职业导向训练 S2》、Java 技术方向、

Android 技术方向、NET 技术方向、企业职业导向训练 S3。

就业去向：软件工程师、软件测试师、WEB 开发工程师、

数据分析师等。

计算机网络技术（校企合作专业。联系人：杜磊，联系

电话：18687766625）

主干课程：《 计 算 机 应 用 基 础》《Java 编 程 技 术 基 础》

《HTML+CSS 网页设计》《SQLServer 数据库基础》《C# 数据库

编程基础》《企业职业导向训练 S1》《Oracle 数据库》《使用

JQuery 简化客户端开发》《深入 JavaOOP 编程》《JSP/Servlet 分

布式开发技术》《深入 C# 语言设计面向对象程序》《使用 ASP.

NET 开发 Web 项目》《企业职业导向训练 S2》、Java 技术方向、

Android 技术方向、NET 技术方向、企业职业导向训练 S3。

就业去向：软件工程师、软件测试师、WEB 开发工程师、

数据分析师等。

建筑室内设计（校企合作专业。联系人：黄安乐，联系电话：

18959252398）

主干课程：《室内设计构成》《色彩构成在室内设计中的

运用》《透视与空间手绘表现》《室内设计原理（采光、空气

流通、照明、陈设）》《装饰材料》《装饰构造与制图》《室

内设计流行风格及大师作品鉴赏》《室内设计读图与制图规范》

《室内设计人体工程学》《AUTOCADCAD 室内制图》《草图

大师家装建模》《3DSMAX 家装效果图制作 1》《3DSMAX 家

装效果图制作 2》《PHOTSHOP 效果图后期处理》。

就业去向：家装设计师助理、工程项目管理、装修销售等。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校企合作专业。联系人：黄安乐，

联系电话：18959252398）

主干课程：《电视摄像》《视频编辑与合成 (premiere)》《影

视特效（AE）》《Photoshop》《Director》《office 综合应用》《影

视艺术概论》《多媒体设备》《摄影基础》《电视片写作》《Flash》

《三维动画制作》《多媒体软件制作员综合教程》《Coreldraw》

《Indesign》。

就业去向：影视拍摄、采编及特效制作；多媒体作品制作；

平面图形、图像设计技术人员等。

计算机应用技术

建筑室内设计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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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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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以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为龙头，组建了玉溪

烟草职业教育集团，融企业、公司、学校和科研院所于一体，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按照“产、学、研”一体化的思路，打

造玉溪烟草职业教育品牌，2016 年在烟草职业教育教育集

团基础上成立玉溪现代农业职业教育集团。近年来，学院与

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中诺科技、浙江托普方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云南省烟草农业

科学研究院、玉溪市烟草公司、广东温氏集团、广东东瑞集

团、无锡艾迪花园酒店、昆明冠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

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师资培

训、学生交流、专业建设、合作育人。昆明冠禾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无锡艾迪花园酒店、云南恒立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等企业还与学院达成冠名协议，为相关专业学生提供奖学、

助学资助。

学院加强院校合作，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举办现代远

程教育，成立了中国农业大学玉溪学习中心，面对社会开

展本、专科远程教育；与文山农业学校、红河州农业学校、

昭通农业学校、安宁职中、晋宁职中、易门职中、华宁职中、

新平职中、元江职中、澄江职中等中职学校签订联合办学协

议，探索中高职衔接的模式；与云南大学、西南大学、重庆

工商大学等学校联合举办专本套读、与湖南农业大学联合成

立“攻读硕士学位教学站”，面向在职人员开展研究生教育、

与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等学

校就师资培训、学生交流、专业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2017 年 , 经云南省教育厅备案批准，学院还招收了老挝、

泰国等国家的留学生。

学院与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玉溪现代农业职教集团揭牌

东南亚多国官员和职业院校教师到学院交流学习



乘车路线：

1.玉溪高铁站出发乘11路、22路公交车→三角公园→转乘12路公交车直达学校。

2. 玉溪城南汽车客运站出发乘 4路、11路、24路公交车到明珠路（民营商贸城、

驾驶员城、玉溪六中等站点）转乘 12 路公交车直达学校。

3. 城西客运站→三角公园→乘 12 路公交车直达学校。

公交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