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致力于“绿色和谐，开放共享”的校园文化建设，以全员参与的精神，以包容开放的

态度，利用特有的学术资源优势，长期举办各类学术论坛和读书文化论坛，着力提升师生的人

文素养；注重加强对学生的个性发展、人格完善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营造健康、和谐的

人文氛围和环境。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学生，学校大力支持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和学生社

团建设，学生会和学生社团是中坚力量，积极开展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形成品味高尚、

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现有青年志愿者协会、大学生艺术团、军事爱好者协会、高

尔夫协会、武术协会等40多个学生社团。

Tourism and Culture College of Yunn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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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两个专业共同建设“物联网工程”专业群；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和应用

统计学统一建设“大数据应用”专业群。三个专业

群建设与当前IT的发展热点一一对应，目的是用

新技术改造传统专业，引领教学改革发展方向，引

导传统专业向新工科专业发展。

学院现有教职工70多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

授21人。云南省省级名师1人，昆明市有突出贡献

优秀专业技术人员1人，丽江市中青年学术与科

技带头人1名；共主持科研项目30余项，发表论文

140余篇，其中SCI、EI、中文核心期刊共36篇；

近五年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共有39人获

得国家级奖项，244人获得省级奖项；与中关村软

件园合作开设中关村软件园班，采用3+1模式培

养软件和大数据人才。

理学与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健康评估、护理学

基础、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

儿科护理学、老年护理学、急危重症护理学、社区

护理学等。

助产学专业旨在培养能够在各级医疗单位、

计划生育和社区卫生服务等机构，从事临床助

产、母婴保健、计划生育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助

产人才。

主要课程：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组织胚胎

学、医学免疫学、病原生物学、病理学与病理生

理学、药理学、健康评估、护理学基础、内科护理

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学、儿科护理学、助产技

术、产科急危重症、母婴保健学等。

药学专业旨在培养能够在各级医院、政府药

品与食品监管局、海关进出口管理部门、药物流

通、药物生产企业等单位工作的高素质药学应用

型人才。

主要课程：有机化学、生物化学、解剖与生理

学、药物分析化学、药理学、药物化学、生药学、

药物制剂、临床药学、药事管理学、临床药物治疗

学、临床医学概论等。

注：各专业当年招生计划可到学校官网查询，也可关注学校微信公众号查询，网址、二维
码详见本宣传册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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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院 专　　　业 备　注 二级学院 专　　　业 备　注

旅游管

理学院

旅游管理 兼招专升本

艺术设

计学院

环境设计

酒店管理 兼招专升本 产品设计

文化产业管理 视觉传达设计

会展经济与管理 动画 兼招专升本

财会

学院

会计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财务管理 数字媒体艺术

审计学 兼招专升本 外语

学院

英语

资产评估 日语

经济管

理学院

经济学 兼招专升本

信息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兼招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兼招专升本

金融学 兼招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工商管理 应用统计学

市场营销 兼招专升本 物联网工程

电子商务 兼招专升本 软件工程 兼招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医学院

护理学 兼招专升本
汉语国际教育

新闻学 助产学

秘书学
药学

学前教育

宣 传 册
自尊·致知·正义·力行

信息学院

医学院

中关村软件园班签约仪式

外科护理学实训课

信息学院下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物联网工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应用统计学七个本科专业。重点

建设三个专业群，分别为：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和软件工程两个专业合并建设“软件

技术”专业群；物联网工程和电子信息工

医学院下设护理学专业、助产学、药

学三个本科专业。现有专任教师52名，由

一批教授、博士担任课程主讲教师。校内

建设有先进的26个基础医学、护理助产

和药学实验室。有教学医院6所和实习医

院8所、药学实习基地5个。

护理学专业旨在培养各级医疗单位、

社区母婴服务、老年护理、健康服务中心

等机构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护理人才，

2020年增设文艺护理特色班。

主要课程：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组

织胚胎学、医学免疫学、病原生物学、病

本科专业（含云南省专升本）设置一览表 校园文化奖助体系

校园招聘会

大项 奖　助　名　称 奖　助　金　额

奖

国家奖学金 8000元/人/年

云南省政府奖学金 6000元/人/年

学院奖学金

一等奖学金2000元/人/年

二等奖学金1500元/人/年

三等奖学金1000元/人/年

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 800元/人/年

助

国家励志奖学金 5000元/人/年

国家助学金
一等助学金3800元/人/年

二等助学金2800元/人/年

云南省政府励志奖学金 4000元/人/年

丽江市政府助学金 2000元/人/年

学院励志奖学金

一等励志奖学金2000元/人/年

二等励志奖学金1500元/人/年

三等励志奖学金1000元/人/年

国防教育励志奖学金 1000元/人/年

贷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根据学生生源所在地资助中心相关要求自行申请，

最高不超过8000元/人/年

补

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8000元/人/年

云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学费补偿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8000元/人/年

学校困难补助 根据实际情况对困难学生给予一定的困难补助

勤 勤工助学 根据具体勤工助学岗位工作情况发放补贴

绿色
通道

绿色通道
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可凭生源地贷款回执、

贫困生证明等先行办理入学手续

招生办公室电话：0888-5135638
                             0888-5135636
传　　真：0888-5108233
学校网址：http：//www.lywhxy.com/
学校地址：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玉泉路1号
邮　　编：674199

咨询和联系方式

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 云大旅院报微信公众号 1440258895
学校官方抖音号

学校对外交流与合作形成了合作对象多

元、合作形式丰富、合作区域广泛、合作领

域多样的显著特征，合作质量不断提升。与美

国、法国、德国、泰国、新西兰等国家及台湾

地区形成了稳定、长期、密切的交流合作，并

不断拓展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

家的交流。至今已开展十多项师生留学项目，

并承办各类国际化师生交流活动。

交流与合作

台湾辅英科技大学师生来校访问

毕业生风采

跆拳道协会在训练 学校足球队训练

“五四”合唱比赛

茶艺大赛

师生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赛中喜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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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绍 旅游管理学院下设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文化产业管理、会展经济

与管理四个本科专业，其中旅游管理

专业是云南省特色专业，与酒店管理

专业同属于学校特色和品牌专业。

经过长期发展，学院目前拥有

一支由多名教授、副教授组成的实力

雄厚的双师型教学及管理队伍；与国

内外多个旅游品牌企业建立了深度合

作关系，建立了上海迪士尼、中江国

际游轮、万豪酒店、洲际酒店、凯悦

酒店等遍布全国十余个省二十几个城

市的各类实践教学基地；聘请多名酒

经济管理学院下设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

贸易、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管

理七个本科专业。学院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本科人

才为办学目标，拥有优秀的师资队伍和完备的教学设

施，建有多个校内外实习、实践基地，采用科学规范

的教学体系和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强调课堂教学与

社会实践相结合，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

和社会责任感，为国家和地方培养输送了大批优质

人才，历届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呈高位平稳态势。

艺术设计学院下设环境设计（景观设计

方向、室内设计方向）、视觉传达设计、产

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动画（动漫设计方

向、影视媒体方向）、数字媒体艺术六个本科

专业。学院以培养具有良好实践操作能力、协

调沟通能力、创新精神和基本学术素养的设计

师为目标，建有1个省级教学实践示范中心，

内设14个实训室、1个艺术展厅和12间设计专

业教学机房。现有专、兼职教师百余人，其中

80%以上具有中高级职称。学院师生在全国

各重要专业竞赛中获奖丰硕，毕业生普遍进入

设计院、设计机构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就业，也

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自主创业成绩较为显著。

外语学院下设英语（英语教育方向、酒店

及主题公园英语方向、英泰双语方向）、日语

两个本科专业，同时承担全校公共外语教学。

财会学院下设会计学（财务会计方向、管

理会计方向、税务会计方向）、财务管理、审

计学、资产评估四个本科专业。财会学院以培

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现设立六个教研

室，已形成一支具有教授、副教授、讲师职称

同时具备CPA、会计师等资质的双师型教师

队伍，拥有科学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现建有

ERP、会计电算化、手工会计实务、电子报

税、财务决策等多个实训教学平台，新建成的

文学院下设汉语言文学、新闻学、汉语国际教育、秘书学、学前教育五个本科专业。各专

业坚持“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的培养标准，着力打造应用型人才。建立了“四层

次·三维度”的学科竞赛体制，形成了“全员参与、全方位覆盖、校内外结合”的专业核心能力

实训体系。定期组织学生参加国际交流活动，优势和特色日益凸显。师资力量较强，结构合理，

现资深教授中有省级教学名师2人，中青年教学骨干获省、校级教学竞赛奖8人，成为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近三年毕业生就业质量较高。

旅游管理学院

教学楼远眺

映雪湖秋景

图书馆一角

文远楼

花开正茂的紫楸路

学校简介 二级学院介绍 财会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文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外语学院

店、旅游度假区、旅行社等企业高管兼职任教。

同时，学院开展“洲际英才学院班”、“迪士尼

人才储备班”推崇实质性的“校企合作培养”模

式，培养基础扎实、专业素质硬、操作能力强、

就业平台高、后续发展强的专业人才。

学生为“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服务

洲际英才班同学参加酒店集团路演

师生赴四川链家学习交流

学生在招商银行实习

动画摄影棚实训 学生赴大理剑川沙溪古镇写生

英泰双语班学生在泰国学习

实习记者采访毕业生 新闻专业实训课

专家教授进课堂

“财经综合仿真实训中心”能满足各专业跨专

业综合实训。同时，财会学院与税务局、审计

局、银行、保险公司等单位合作，建有30余家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日语专业注重培养学生日英双语应用能

力；全校公共外语以大学英语为主，同时开设大

学日语、大学泰语。学院开展中美1+2+1双学位

项目、中泰2+1+1合作办学项目、与德国巴特洪

堡市开展短期游学等国际交流项目。致力于培

养专业基础扎实、全方面发展的，能胜任中小

学、幼儿教育行业、高端酒店、主题公园、外资

企业的教学、翻译及中高级管理工作的应用型

外语人才。学院师生曾在云南省教学大赛、“外

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

竞赛、云南省高等学校学生职业技能大赛、西

南地区日语演讲比赛中获得多个奖项。

高尔夫球练习场

服装专业毕业设计展演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位于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云南省丽江

市。经过近二十年的建设发展，学校已经跻身中国一流独立学院之列。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拥有占地1528亩的独立校园，教学仪器设

备值7941万元，馆藏图书175万余册。体育文化设施完备，后勤服务设

施功能齐全，拥有云南省高校中唯一的占地2万平方米的高尔夫球练习

场；校园优美典雅，入选教育部评选的全国大学最美校园50强，校园建

筑获得国家建设部建筑设计银奖、“建国60周年建筑创作大奖”和“云

南省园林单位”等荣誉称号。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按国家计划面向全国统一招生办学。现有经

济学、管理学、文学、艺术学、理学、工学、医学、教育学8个学科门类，

38个本科专业；设有8个二级学院，全日制在校生规模近1.7万人，生源涵

盖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学校三分之二的学生来自云南省外全国各

地；已累计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近4万名合格的本科毕业生，近五年毕业

生年终就业率保持在96.5%以上。学校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交流，一批又

一批学生远赴美国、法国、德国、泰国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留学或参与对外

交流合作项目。

2018年被授予第一届“云南省文明校园”荣誉称号，是云南省获得

该荣誉称号的唯一一所独立学院。 2019年被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委

政法委员会、云南省公安厅联合发文命名为“云南省级平安校园”，是全

省高校中获此殊荣的唯一一所独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