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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考试招生章程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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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高职（专科）院校分类考试，深化高

职院校单独招生改革，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普通高中应（往）届

毕业生实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11 门科目成绩+综合素质”评

价方式，三校生应（往）届毕业生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

方式，选拔综合素质高，创新、实践能力强的优秀学生，更好地培养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并为确保我校单独招生工作公平、

公正、公开、按时、顺利地完成，特制定本章程。

一、学校概况

（一）学校全称：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二）学校代码：12971

（三）办学性质：公办

（四）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五）学习形式：全日制

（六）学制：三年

（七）办学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研和街道办事处向家庄

41 号

（八）学校简介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始建于 1956 年，是玉溪市唯一一所国家

公办大专院校。办学立足玉溪、服务云南、面向全国、拓展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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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商并举，服务一、二、三产业，为云南现代高等职业教育

和玉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服务。目前，学校占地面积

415.5 亩，在校生规模 8688 人，每年各级各类技术培训鉴定人次达

到 3000 人次以上。现有教职工 257 人，其中专任教师 220 人，教授

8 人、副教授 66 人，具有硕士学位的 133 人，“双师素质”教师

148 人，省级教学名师 2 人，省级科技特派员 8 人，省级“三区”

人才计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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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人，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1 个，省级教

学名师工作室 1 个，省级专业技能大师工作室 1 个。

学校现有农林科学技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工程学院、经济

管理学院、动物科技学院、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食品药品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康养学院 8 个二级学院。开设三年制高职专业 60

个和五年制高职专业 24 个，涉及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土木

建筑、装备制造、能源动力与材料、食品药品与粮食、电子信息、

财经商贸、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交通运输、教育体育 12 个专业大

类 28 个专业小类。

学校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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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特色农业基因测序技术中心、高原湖泊珍稀鱼类保

育中心、农残检测中心、虚拟仿真实训中心、汽车维修中心、供用

电专业实训室、物流专业实训室、电气自动化专业实训室等 66 个实

训基地、专业实训室、研究中心和 1 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园。拥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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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先进的科研仪器检测设备，为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产学研一体提

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这是一所承载六十余年办学历史的高职院校，"厚德、守正、善

技、笃行"的校训，一直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玉农学子茁壮成长；"

合作办学求发展、合作育人促就业"的办学理念，彰显玉农职教的特

色文化精髓！

二、组织机构

（一）学校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确定招生政策，决定

单独招生工作重大事项。

（二）学校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和个人私自从事招生工作。

（三）成立招生监察组，负责全程监察单独招生录取工作。

三、报考条件

通过 2020 年高考报名的考生（含中专、职高和技校考生）均可

报考高职单招。

四、单独招生专业与计划

（一）2020 年单独招生专业与计划数

注：以下招生专业和计划数最终以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的招

生计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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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招拟招生专业目录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招生类型 学制 学费 计划数
普高计划 三校生计划

文理 建档立卡 普通 建档立卡

1 畜牧兽医 510301 文/理/三校 三年 4500 元/生/年 60 35 10 10 5

2 动物医学 510302 文/理/三校 三年 4500 元/生/年 50 40 10

3 园艺技术 510107 文/理/三校 三年 4500 元/生/年 60 30 10 15 5

4 园林技术 510202 文/理/三校 三年 4500 元/生/年 55 35 20

5 测绘工程技术 520303 文/理/三校 三年 5000 元/生/年 50 40 10

6 会计 630302 文/理/三校 三年 5000 元/生/年 70 50 20

7 市场营销 630701 文/理/三校 三年 5000 元/生/年 60 40 20

8 电子商务 630801 文/理/三校 三年 5000 元/生/年 50 35 15

9 文秘 670301 文/理/三校 三年 5000 元/生/年 65 50 15

10 种子生产与经营 510102 文/理/三校 三年 4500 元/生/年 50 40 10

11 烟草栽培与加工 510111 文/理/三校 三年 4500 元/生/年 55 30 10 10 5

12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510113 文/理/三校 三年 4500 元/生/年 50 45 5

13 中药生产与加工 590201 文/理/三校 三年 5000 元/生/年 55 45 10

14 食品加工技术 590101 文/理/三校 三年 5000 元/生/年 55 30 5 15 5

15 建筑室内设计 540104 文/理/三校 三年 5000 元/生/年 55 45 10

16 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201 文/理/三校 三年 5000 元/生/年 55 35 20

17 计算机网络技术 610202 文/理/三校 三年 5000 元/生/年 55 35 20

18 广告设计与制作 650103 文/理/三校 三年 5000 元/生/年 50 40 10

总计划数 1000 700 35 245 20

注：实际招生专业与计划以省招考院公布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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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费标准

1.学费：专业代码“51”开头的农林牧渔大类 4500 元/生/学年；

除农林牧渔大类以外的其它专业，5000 元/生/学年

2.住宿费：800-1000 元/生/学年；

3.书费：500 元/生/学年，多退少补；

五、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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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不能参加录取。

六、考试方式

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不再组织职业适应性测试，三校生

评价方式采用网络远程“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测试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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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素质”评价方式。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量化成绩 220 分，量化成

绩 220 分。

1.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量化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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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进行量化(A 等 20 分、B 等 16 分、C 等 12 分、

D 等 8 分)，量化成绩满分为 2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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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校生应（往）届毕业生

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由学校独立命题组织网

上远程考试，按照学校公布的招生章程、考试方案及考试大纲进行。

1.文化素质测试+职业技能测试

（1）文化素质测试共 4 门课程，语文（50 分）、数学(50 分)、

英语（30 分）和政治（30 分），共 160 分。职业技能测试按专业大

类进行实作技能测试，共 40 分。采用网上远程“随机确定考试顺序、

随机确定考试试题、随机确定评分组成员”的“三随机”工作原则进

行综合测试，按“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独招生考试三校

生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方案”进行评分。

（2）职业技能性测试分以下七个类别：

类别 对应专业 考试内容

农业类

种子生产与经营、园艺技术、烟草

栽培与加工、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

测、园林技术、中药生产与加工

农业类通识技能

畜牧类 畜牧兽医、动物医学 畜牧兽医类通识技能

工程类 测绘工程技术、建筑室内设计 工程类通识技能

计算机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类通识技能

经济类 会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经济类通识技能

食品加工类 食品加工技术 食品类通识技能

广告文秘类 广告设计与制作、文秘 广告文秘类通识技能

2.三校生单独招生考试方式

（1）三校生单独招生考试时间：

文化素质考试：2020 年 5 月 25 日 09：00-10：30（详见学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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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公告），共 90 分钟；

职业技能测试：2020 年 5 月 25 日 10：40-11：10（详见学校网

站公告），共 30 分钟。

（2）三校生单独招生考试标准：按照“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单独招生三校生考试方案和考试大纲”进行评分，共 200 分。

（三）单独招生考试要求

1.请考生于 5 月 17 日—22 日在我院“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大

学工平台”（网址：http://14.205.92.130:8002/xgxt/）入口登录《玉

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单招考生准考证打印系统》进行报考专

业确认和准考证打印。

2.考生须凭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和单独招生考试准考证按时参加

网上远程测试。

（四）考生综合成绩

普通高中生按“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11 门科目成绩”=考生

单招成绩的原则，三校生按“文化素质考试成绩+职业技能测试成绩

=考生单招成绩”的原则，向考生进行公布。

七、成绩查询

考试结束后，考生可登陆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与就业网

http://zsjy.yxnzy.net:81/查询考生本人单招成绩。

八、录取办法

（一）录取原则

学校严格遵守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招生录取工

http://www.yxnz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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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政策规定，严格遵守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六不准”、“十公开”、

“三十条禁令”工作纪律，规范招生操作，依法履行招生工作。同时，

在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指导、监督下，由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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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录取程序

1.根据单招计划、报考学校志愿号、总分按“报考学校志愿号优

先，总分从高到低”的原则，分别确定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

三校生应（往）届毕业生考生拟录名单，经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拟录名单上报省招考院，我校单招拟录名单

上报后，不对拟录公示名单进行增减。

2.公示单独招生拟录取名单：学校单独招生办公室根据招生计

划、按报考学校志愿号优先、总分从高到低顺序录取的原则及身体条

件确定单招拟录名单报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查确认，上报省招考

院审录，并在云南招考频道上公示。

3.拟录专业确认：已在云南省招考频道网上公示拟录取名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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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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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及考生必须通过云南省招考频道查询核实；未在云南省招考频道

网上公示预录名单中的考生，不能参加单招录取，可以参加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或三校生“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云南省统一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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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录取通知书：经省招考院审核批准，学校于 2020 年 9-10 月

办理录取手续，向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九、招生监督

（一）我校深入实施阳光招生，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促进

教育公平，接收考生、家长、社会监督。

（二）招生中出现违规违纪问题的举报投诉方式：玉溪农业职

业技术学院纪检监察审计处：0877-2990809。

十、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研和街道办事处向家庄 41 号

邮编：653106

咨询电话：0877-2990142，0877-2990071，0877-2295193

传 真：0871-2990071

监督电话：0877-2990809

网址：http://zsjy.yxnzy.net:81/

E_mail：yxnzyzjc2019@126.COM

十一、附则：

（一）本章程若与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相抵触，以国家法

律、法规和有关政策为准；如发布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本校愿承担相

关责任。

（二）本章程解释权属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

http://www.yxnz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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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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