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是创建于 2002 年的本科独立学院，位于拥有
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记忆遗产三项桂冠的云南省丽江市，
坐落在金沙江畔、玉龙雪山之侧。

目前学院全日制在校生 1.7 万余人。建院十五年来，已累计为国家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 3 万余名合格的本科毕业生。

学院校园环境优美，古朴典雅，具有纳西族和白族风格的校园建筑
别具一格，获得国家建设部建筑设计银奖，并与人民大会堂等知名建筑
一同荣获国家“建国 60 周年建筑创作大奖”，是云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
单位。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授予学院“云南省园林单位”称号。优
美的校园环境和先进的教学设施为学生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
学习条件。建院以来，学院始终坚持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按照学院章程依法办学。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培养具
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发展目标为“建设特色鲜明高水平
应用型本科大学”。

学院简介

优秀办学资源

【完善的硬件设施】

1200 亩校园，30 余万平方米校舍，170 万余册藏书，多功能信息化
教学平台，配套设施完善。拥有云南省高校中唯一的高尔夫球练习场。

【优质的师资队伍】

一支由经验丰富的专家教授领衔，以具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和功
底扎实的中年骨干为主体的优质教学团队。

【厚实的文化底蕴】

云南大学近百年的深厚人文学术积淀与丽江近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
传统相结合的独特文化底蕴。

【科学的专业集群】

7 个学科门类、16 个一级学科、28 个专业、4 大专业群。

【务实的人才培养】

必修 + 选修 + 技术技能 + 综合实践。

【特色的居住环境】

16 个民族风格院落式特色学生园区。

荣誉奖项

学院的办学成绩和办学水平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先后获得上级主
管部门授予的 20 多个奖项：

·2010 年，云南省民办教育协会授予学院“优秀普通高等学校”称号；

·2011 年，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授予学院“中国
民办高等教育优秀院校”称号；

·2012 年，省教育厅授予学院“云南省文明学校”称号；

·2013 年，被评为“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先进集体”；

·2014 年，学院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云南省教学工作检查；

·2015 年，学院被评为“云南省平安校园”，2017 年通过“云南省
平安校园”复查；

·2016 年，学院在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团体一
等奖 2 项、团体三等奖 2 项、个人一等奖 2 项、个人二等奖 2 项和个人
三等奖 1 项的好成绩；在第二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云南赛区比赛中，学院获得 2 金、2 银、9 铜的优异成绩，奖牌总数位居
全省参赛高校第一名，并荣获省级“高校集体奖”；学院还先后获得 “云
南省教育科研机构先进单位”、“云南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

·2017 年，学院荣获省级“2016 年国防教育特色学校”荣誉称号、
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2016 年度计算机软件资格考试
上机考试先进集体”荣誉。在云南省教育厅主办的“首届云南省高校教
师教学大赛”决赛中，我院参赛团队荣获一等奖 3 个、优秀奖 1 个、优
秀组织奖 1 个，获奖成绩名列前茅。在第三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中，学院获得国家级 1 铜，省级 2 金、10 银、11 铜的优异
成绩，奖牌总数位居全省参赛高校前列，并荣获省级“高校集体奖”。
被腾讯网评为“2017 年度综合实力独立学院”、被新华网大国教育之声
评为“2017 年度创新创业典型高校”。

办学层次&录取规则

学院办学层次为普通全日制本科，专升本学制贰年。
1. 所有录取的专升本考生必须是获得专科学校毕业证书的应届毕业

生。
2. 根据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划定的各类录取分数线，从高分到低分择

优录取。
3. 体检标准：执行教育部、卫生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

工作指导意见》。
4. 凡按上述条件录取的新生，须有按时支付学费和住宿费的能力。

【2018年专升本招生计划、学费一览表】

招生专业
名称

招生专业
类别

招生计划数
招生专业

（相同或相近专业）

学费标准
（元 / 学

年）

汉语言文学 02 汉语言文学 50

汉语言文学、语言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教
育、文秘类、初等教育

（文）

14500

旅游管理 03 旅游管理 30
旅游管理、导游、酒店

管理类
15000

财务管理 04 经济管理 70

财务会计类、经济类、
管理类、会计、会计电
算化、会计与审计、财
务管理、会计与统计核
算、工商管理、财政、

税务、金融、物流管理、
市场营销

15000

环境设计 42 艺术设计 30

室内设计技术、环境艺
术设计、广告设计与制
作、艺术设计、电脑艺
术设计、视觉传达艺术
设计、影视动画、装潢
艺术设计、美术教育、
动漫动漫设计与制作、

多媒体设计与制作

18000

视觉传达设计 42 艺术设计 30

室内设计技术、环境艺
术设计、广告设计与制
作、艺术设计、电脑艺
术设计、视觉传达艺术
设计、影视动画、装潢
艺术设计、美术教育、
动漫动漫设计与制作、

多媒体设计与制作

18000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

61 计算机 30

计算机类专业、计算机
教育、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
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
术、现代教育技术、电

子商务、通信技术

15000

【住宿标准】

根据云南省发改委的批核，学院按照不同的住宿条件和房间规格收
费： 

4 人间：1200 元∕人·年；
6 人间：800 元∕人·年。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对符合毕业条件的毕业生，颁发云南大学旅
游文化学院本科毕业证书，对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颁发云南大
学旅游文化学院学士学位证书。

【专升本资助政策】

资助项目名称 等级 金额（元 / 生 / 学年）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8000

国家励志奖学金 5000
云南省政府奖学金

省级
6000

云南省政府励志奖
学金

4000

国家一等助学金
国家级

1750
国家二等助学金 1250

丽江市政府奖学金 市级 2000
学院一等奖学金

院级

1500
学院二等奖学金 1000
学院三等奖学金 800

学院优秀学生干部
奖学金

600

专升本学生问答

注：以上奖助学金专升本考生可根据自身条件申请获得。除此之
外贫困学生还可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 8000 元 / 生 / 学年。

Q：什么是专升本？专升本有何意义？
A：专升本考试，是中国教育体制大专层次学生升入本
科院校的考试制度。专科学生本身具备较强的专业技
术，升入本科院校后将对专业理论知识进行更加系统
的学习。符合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的专升本学生可以
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文凭。获得本科文凭，在就业、
工资定级、考研、考公务员、留学、职称评定等方面
具有相对优势。

Q：2017 年你校各专业录取分数？
A：

所属类别 录取专业 录取最高分 录取最低分

管理类
旅游管理 283 205
酒店管理 239 113
财务管理 265 205

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 252 155

计算机类
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
189 165

艺术类
视觉传达设计 165 123

产品设计 142 142

Q：填报专升本志愿有哪些技巧 ?
A：有意报名专升本考试的学生，在考前可填报两所学
校，即第一志愿和参考志愿，建议第一志愿和参考志
愿两个志愿学校要有成绩要求上的差距，可增大被录
取几率。

Q：学院是否有对外交流合作项目？
A：有，学院与美国、法国、德国、泰国、马来西亚、
新西兰、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十
余项。

Q：学院各专业就业率如何？
A：学院各专业近三年就业率均保持在 97% 以上。

联系
方式

 | 联系方式：
   0888-5135636 ∕ 5135638（招生办公室）
 | 学校网址：
   http://www.lywhxy.com/

 | 地址：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玉泉路 1 号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TOURISM AND CULTURE COLLEGE OF YUNNAN UNIVERSITY

专升本
招生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