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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简介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是 2001 年 4 月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

由原云南省公路局职工大学、云南省交通学校、云南省交通职工中等

专业学校合并组建而成公办高等职业院校。2009年被评为“国家示

范性高等职业院校”；2019 年被评为“国家优质高等职业院校”；

2016年、2018 年、2019年 3 次获评“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服务贡献 50

强”；2018年、2019 年 2 次获“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影响力五十

强”；2020年获评“全国示范性职业技术教育集团”和“全国职业

院校校长培训培育基地”；荣获全国第六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优秀

学校奖）、“亚太职业院校影响力 50强”，成为“中国—东盟高职

院校特色合作项目”院校，连续 15 次获评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考核一等奖”。 

 

 

 校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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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通过搭平台、建制度、强纪律、抓落实，大力加强专业带头

人、教学团队建设，紧贴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构建起一个产学研结

合的育人大平台，走出了一条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

发展的校企合作之路。 

 

 

 

学院下设公路与建筑工程学院、汽车与机电工程学院、交通运输

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 12个二级学院。设有国家职业技能鉴定

所、云南省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等 7个经济实体，有交通部“1+32”

平台云南交通职工培训中心等多种职业培训资质机构,形成了学历教

育、职业培训、技能鉴定、技术研发紧密结合的办学格局。 

学院共开设专业 78个，有教育部认定骨干专业 8 个，学院三分

之二的专业及学生与交通相关，服务交通运输的性质特征突出而鲜

明，形成了以公路、汽车、轨道运输为主，兼顾航空运输为辅的“大

校企合作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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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专业布局，校企合作专业覆盖面达 100%。学院现有教职工 821

人，专任教师 593人，具有高级职称教师 249人，硕士以上学位教师

308 人，“双师型”教师 208人。学院现有呈贡、普吉、吴井桥校区，

占地 678亩，与云南省化工学校一体化办学的龙城校区占地 67 亩，

与企业合作办学的高新校区占地 277亩，另租用学生实习实训基地

495 亩。 

 

 

 

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97%以上，对口交通运输行业

就业比例超过 60%，毕业生满意度持续上升。 

学院自 1952年建校以来，始终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教育的

根本任务，立足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办学特色，秉承“交融通达，

和谐共生”为校训，围绕“创新建校、就业验校、质量立校、管理塑

校、实力强校”的治校方略，牢固树立“在校三年，影响一生，成就

学生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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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人才培养理念，明晰“以特色取胜，以质量图强，借外力发

力”的发展思路，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以专业群建设

为龙头，以师资队伍建设为基础，以产教融合为主线，全面深化改革，

协调创新发展，精准、精确地构建“一个体系”，实施“九项工程”，

为创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全面建设“特色鲜明、国内一流、

国际先进”的产业服务型高职学校开好局、起好步。

 
 

学院主校区在呈贡校区，位于昆明市呈贡大学城。继续教育学院

在吴井桥校区，位于昆明市主城区交通便利的一环路以内，教学设施

设办先进，具备优越的教学、吃、住等办学条件，主要承担学校成人

高等学历教育、高职扩招（弹性学制）学历教育、非学历继续教育、

技术技能培训、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及组织考试考核等社会服务的任

务。 

继续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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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成人高等学历教

育招生专业及合作办学单位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经教育部批准开展专科层次的函授成人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同时与重庆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合作，

开展本科层次的函授、网络教育等形式的成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一）2021 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培养层次 学习形式 最低修业年限 

1 工程测量技术 高起专 函授 3年 

2 安全技术与管理 高起专 函授 3年 

3 供用电技术 高起专 函授 3年 

4 建筑工程技术 高起专 函授 3年 

5 工程造价 高起专 函授 3年 

6 建设工程管理 高起专 函授 3年 

7 电气自动化技术 高起专 函授 3年 

8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高起专 函授 3年 

9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高起专 函授 3年 

10 道路运输管理 高起专 函授 3年 

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高起专 函授 3年 

12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

术 

高起专 函授 3年 

1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 

高起专 函授 3年 

14 计算机应用技术 高起专 函授 3年 

15 大数据与会计 高起专 函授 3年 

16 行政管理 高起专 函授 3年 

17 现代物流管理 高起专 函授 3年 

18 工程管理 专升本 函授 2.5年 

19 土木工程 专升本 
函授 2.5年 

网络教育 2.5—5 年 

20 交通运输 专升本 
函授 2.5年 

网络教育 2.5—5 年 

21 会计学 专升本 网络教育 2.5—5 年 

2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网络教育 2.5—5 年 

23 物流管理 专升本 网络教育 2.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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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 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合作办学单位 

合作办学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继续

教育学院（本部） 
巢老师 

0871－68227179 

13608811808 
昆明市官渡区吴井路 

云南泛亚专修学院 顾老师 0871-65399388 昆明市五华区青年路 

昆明市盘龙区东润培训学校 李老师 15887090962 昆明市盘龙区环城东路 

昆明爱尔信教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刘老师 0871-65308686 昆明市西山区环城西路 

昆明五华博众教育培训学校 张老师 0871-65522191 昆明市五华区莲花池正街 

云南民为教育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钱老师 0871-65939902 昆明市呈贡区洛龙社区 

昆明市西山博瀚培训学校 潘老师 0871-64619623 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丽江市祥和中学 赵老师 0888-5171611 丽江市古城区金安路 

云南储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王老师 0871-68306821 昆明市滇池度假区 

昆明长城职业培训学校 陈老师 0871-63348879 昆明市西山区 

重庆交通大学 王老师 023-62652911 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北京交通大学 何老师 
010-51686011 

86011 

 

北京西直门外北京交大东

校区 

  

三、学习方式及学费 

（一）学习方式 

1、函授采取“网上学习+面授”混合式的教学方式，大部分课程

使用网络学习管理平台进行网络学习和答疑，缩短面授时间，每年集

中到校两次（3 天/次）进行面授教学，对学习课程进行精讲和考试。 

疫情期间面授教学改用网络直播教学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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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教育由北京交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提供学习支持

服务。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互联网等多种媒介资源进行自主学习。

学习过程有网络课件、网上答疑、在线作业、课程考试、毕业设计、

毕业论文及答辩等环节。 

（二）学费 

我校函授专科严格执行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财政

厅、云南省教育厅核准的收费标准，函授本科严格执行重庆交通大学

收费标准，网络教育本科严格执行北京交通大学收费标准，学费以学

年为单位收取。 

1、函授专科：函授专科学生学费每生每年 2000 元，总学费 6000

元。当年退役士兵经安置部门批准参加专科函授学习，可全免三年学

费。 

2、函授本科：重庆交通大学函授专升本学生学费每生每年 2800

元，总学费 7000 元。 

3、网络教育本科：按北京交通大学网络教育专升本学费每生 1-2

学年 2700 元/年；第 3学年 2600元，总学费 8000元。 

（三）毕业 

1、函授 

考生通过国家成人高考并被正式录取，凭录取通知书报到注册，

取得学籍并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按规定发给国

家认可的相应专业、层次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文凭，毕业证书在

教育部电子注册。 

专科层次为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书，学生同时可申请参

加各工种职业资格考试获取相应的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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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层次为重庆交通大学相应专业毕业证书，毕业生可按规定申

请授予学士学位。（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后无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和

就业登记证）。 

2、网络教育 

学生修完规定课程且成绩合格者，颁发国家承认的北京交通大学

毕业证书（有“网络教育”字样），专科起点本科还需要通过教育部

组织的部分公共课程全国统一考试，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成人学

士学位证书。全国统考科目：大学英语（B）、计算机应用基础。 

 

四、报考须知 

（一）报考条件 

1、报考函授专科的考生为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含

中专、技校、职业高中应届毕业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或同

等学力。 

2、报考专升本函授的考生，应具有国民教育系列高校或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经教育部电子注册的专科及专科以上毕业证

书。 

3、 报考专升本网络教育的考生，具有国民教育系列高等专科或

以上毕业证书，年龄不限。 

（二）报考方式 

1、函授报考方式 

（1）报名及资格审核：时间约在 9月初至中旬。报名网址：登

录云南招考频道（www.ynzs.cn）“云南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网上报

名系统”进行注册报名（此网址为全省唯一报名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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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要求：考生登录报名网站填写基本信息、志愿信息、上传证

件照及身份证照片并通过身份认证后，根据提示上传材料进行等待确

认点进行网上审核。网上审核不通过的考生和申请免试入学、申请照

顾加分（不含年满 25 周岁加分和民族加分（含户口在云南的少数民

族、边疆少数名族、边疆汉族，下同））、报考专升本学历网上验证

未通过、网上审核不通过的等 4 类考生须到现场确认。 

资格审核通过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缴费。缴费成功后，

生成《2021 年云南省成人高校考生报名登记表》，考生须下载留存，

此时报名成功。未完成网上缴费的考生报名无效 

（2）信息确认及网上缴费：通过审核的考生按时进行报名信息

确认及网上缴费。 

（3）上传相片：白色或淡蓝色底、三个月以内的正面、免冠、

彩色证件照，格式为 JPG,大小在 20KB-40KB，须上传 2 张照片，作为

本人人像识别比对、资格审核以及用于制作准考证、注册学籍等。 

报名过程中数字化图像文件规格为宽 480 像素*高 640像素，分

辨率 300dpi,24位真彩色，应符合 JPEG 标准，压缩品质系数不低于

60，压缩后文件大小一般在 20KB 至 40KB。文件扩展名应为 JPG 

（4）缴纳报名考试费：审核通过后进行线上缴费。（高起本、

专科、专升本报名考试费往年为 100元/人，今年以云南省招生考试

院通知为准。） 

（5）打印准考证：考前考生进入云南招考频道（www.ynzs.cn）

凭身份证和登录密码（登录报名后系统随机给出）自行登录“云南省

成人高校招生考试网上报名系统”，使用 A4 纸下载打印《准考证》。  

云南省成人招生考试相关规定由云南省招生考试院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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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考生请关注云南省全国成人高考报名的唯一官方网址：云南

省招生考试院官网（即云南招考频道 http://www.ynzs.cn）。 

2、网络教育报考方式 

网上报名地址：http://dis.bjtu.edu.cn。正确选择考生所在学

习中心、报考层次及专业。详情请咨询当地北京交通大学校现代远程

教育外学习中心。学习中心联系方式查询附件“北京交通大学现代网

络教育招生目录”。 

(三）考试科目及考试时间 

1、函授考试科目及考试时间 

（1）函授专科考试科目： 

理工类：语文、数学（理工类）、英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文史类：语文、数学（文史类）、英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函授本科（专升本）考试科目： 

理工类：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经管类：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函授考试时间 

函授考试时间约在 10 月下旬的周末，考试地点由考生在各地报

名点确定。 

函授具体报名时间、考试科目及考试时间以云南省招生

考试院公布为准。 

2、网络教育考试科目及考试时间 

考生参加北京交通大学统一组织的入学测试，入学测试在网上进

行，每人可参加 3次测试，择优录取。测试时间由学生自行确定，测

试科目为专升本为大学英语、高等数学。考生参加 2021年全国成人

高考，考分达到规定的分数者可以免试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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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庆交通大学云南函授站 

 
重庆交通大学创办于 1951 年，是一所具有“学士—硕士—博士”

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专业覆盖工、管、理、经、文、法等学科门类

的多科性大学。重庆交通大学云南函授站设在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重庆交通大学云南函授站 2021年专升本招生专业 

序

号 

专业 科类 学习形式 学制（年） 

1 土木工程 理工 函授 2.5 

2 工程管理 经管 函授 2.5 

3 交通运输 理工 函授 2.5 

 

六、北京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云南交通学习中心 

北京交通大学于 2017 年

正式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

行列，是教育部批准的现代远

程教育试点院校之一。北京交

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是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专门

机构，围绕交通、管理和信息等特色、优势学科资源开展网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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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北京交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面向

全国开展网络学历教育招生。北京交通大学远程教育云南交通学习中

心设在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远程教育云南交通学习中心 2021年专升本招生专业 

序号 专业 学习形式 学制（年） 

1 会计学 网络教育 2.5-5 

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教育 2.5-5 

3 交通运输 网络教育 2.5-5 

4 土木工程 网络教育 2.5-5 

5 物流管理 网络教育 2.5-5 

 

七、学校地址及联系电话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地址：昆明市呈贡新区大学城      

网址：http://www.ynjtc.com/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继教教育学院地址：昆明市吴井路太乙桥  

                    网址：http://jxjy.ynjtc.com/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咨询电话： 

代老师：13312548508       雷老师：13698765162 

巢老师：13608811808       景老师：15368215239 

 

八、温馨提示： 

请广大考生注意：我校未委托任何中介机构和个人开展

招生宣传，若有意报考者，请拨打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

生咨询电话或各合作办学单位电话进行咨询。 

http://jxjy.ynjt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