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023 年专科毕业专业对应报考本科院校 

专业公示 

根据《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

招生专业公示的通知》要求，需对 2023 年云南省专升本专

业备案结果进行梳理，结合学校实际，现将我校涉及专科毕

业专业对应报考本科院校专业名称及专业类别予以公示。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教务处           

2022 年 11 月 20 日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023 年专升本招生专科毕业专业对应报考本科院校专业 

毕业专业名称 招生院校名称 招生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学费 学制 备注 

护理 楚雄师范学院 社会工作   4000 2   

护理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护理学   5000 2 健康科技学院 

护理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护理学   5000 2 傣医药学院 

护理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康复治疗学   5000 2 傣医药学院 

护理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康复治疗学 中医特色 5000 2 健康科技学院 

护理 昆明学院 护理学   4500 2   

护理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护理学   22000 2 色盲、色弱不录 

护理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护理学   23000 2   

护理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助产学   23000 2   

护理 西南林业大学 动物科学   4500 2 白龙校区 

护理 云南工商学院 护理学   22800 2   

护理 云南工商学院 助产学   22800 2   

护理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护理学   24000 2 海源校区 

护理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助产学   24000 2 海源校区 

健康管理 楚雄师范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4000 2   

健康管理 楚雄师范学院 社会工作   4000 2   

健康管理 楚雄师范学院 市场营销   4000 2   

健康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财务管理   22000 2 杨林校区 

健康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电子商务   22000 2 杨林校区 

健康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工商管理   22000 2 杨林校区 

健康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会计学   22000 2 杨林校区 

健康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金融学   22000 2 杨林校区 



毕业专业名称 招生院校名称 招生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学费 学制 备注 

健康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跨境电子商务   22000 2 杨林校区 

健康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2000 2 海源校区 

健康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运动康复   22000 2 海源校区 

健康管理 昆明文理学院 旅游管理   21000 2 杨林校区 

健康管理 昆明文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1000 2 杨林校区 

健康管理 昆明文理学院 体育教育   21000 2 杨林校区 

健康管理 昆明文理学院 物流管理   21000 2 杨林校区 

健康管理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7000 2   

健康管理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健康服务与管理   18000 2   

健康管理 西南林业大学 动物科学   4500 2 白龙校区 

健康管理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2000 2 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校区、杨林校区 

健康管理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行政管理   22000 2 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校区、杨林校区 

健康管理 云南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   21800 2   

健康管理 云南工商学院 会计学   22800 2   

健康管理 云南工商学院 市场营销   21800 2   

健康管理 云南民族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4000 2 九龙池校区 

健康管理 云南民族大学 行政管理   4000 2 九龙池校区 

健康管理 云南民族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4000 2 九龙池校区 

健康管理 昭通学院 行政管理   4000 2   

康复治疗技术 楚雄师范学院 社会工作   4000 2   

康复治疗技术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康复治疗学   5000 2 傣医药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康复治疗学 中医特色 5000 2 健康科技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昆明城市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2000 2 海源校区 

康复治疗技术 昆明城市学院 运动康复   22000 2 海源校区 



毕业专业名称 招生院校名称 招生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学费 学制 备注 

康复治疗技术 昆明文理学院 体育教育   21000 2 杨林校区 

康复治疗技术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康复治疗学   22000 2 色盲、色弱不录 

康复治疗技术 西南林业大学 动物科学   4500 2 白龙校区 

康复治疗技术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康复治疗学   24000 2 海源校区 

口腔医学 西南林业大学 动物科学   4500 2 白龙校区 

临床医学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临床医学   25000 3   

临床医学 西南林业大学 动物科学   4500 2 白龙校区 

食品质量与安全 普洱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4500 2   

食品质量与安全 曲靖师范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4500 2   

食品质量与安全 文山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4500 2   

食品质量与安全 文山学院 植物科学与技术   4500 2   

食品质量与安全 西南林业大学 动物科学   4500 2 白龙校区 

食品质量与安全 西南林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4500 2 白龙校区 

食品质量与安全 西南林业大学 林产化工   4500 2 白龙校区 

食品质量与安全 西南林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4500 2 白龙校区 

食品质量与安全 西南林业大学 应用化学   4500 2 白龙校区 

食品质量与安全 西南林业大学 园艺   4500 2 白龙校区 

食品质量与安全 玉溪师范学院 应用生物科学   4500 2   

食品质量与安全 云南农业大学 草业科学   4500 2 校本部 

食品质量与安全 云南农业大学 风景园林   4500 2 普洱校区 

食品质量与安全 云南农业大学 农学   4500 2 普洱校区 

食品质量与安全 云南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4500 2 普洱校区 

食品质量与安全 云南农业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4500 2 校本部 

体育保健与康复 楚雄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师范类 4500 2   



毕业专业名称 招生院校名称 招生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学费 学制 备注 

体育保健与康复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休闲体育   3400 2 珠宝学院 

体育保健与康复 昆明城市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2000 2 海源校区 

体育保健与康复 昆明城市学院 运动康复   22000 2 海源校区 

体育保健与康复 昆明文理学院 旅游管理   21000 2 杨林校区 

体育保健与康复 昆明文理学院 体育教育   21000 2 杨林校区 

体育保健与康复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运动康复   18000 2   

体育保健与康复 曲靖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3400 2   

体育保健与康复 文山学院 酒店管理   4000 2   

体育保健与康复 西南林业大学 旅游管理   4000 2 白龙校区 

体育保健与康复 西南林业大学 体育教育   3400 2 白龙校区 

体育保健与康复 玉溪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3400 2   

体育保健与康复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000 2 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校区、杨林校区 

体育保健与康复 云南工商学院 审计学   21800 2   

体育保健与康复 云南工商学院 市场营销   21800 2   

体育保健与康复 云南工商学院 学前教育   22800 2   

体育保健与康复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体育教育   22000 2 安宁校区 

体育保健与康复 云南民族大学 体育教育   3400 2 雨花校区 

体育保健与康复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艺术教育   19500 2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西南林业大学 动物科学   4500 2 白龙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楚雄师范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4000 2   

药品经营与管理 楚雄师范学院 市场营销   4000 2   

药品经营与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财务管理   22000 2 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电子商务   22000 2 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工商管理   22000 2 杨林校区 



毕业专业名称 招生院校名称 招生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学费 学制 备注 

药品经营与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会计学   22000 2 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金融学   22000 2 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跨境电子商务   22000 2 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工商管理   18000 2   

药品经营与管理 昆明文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000 2 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昆明文理学院 互联网金融   21000 2 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昆明文理学院 经济统计学   21000 2 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昆明文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1000 2 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昆明文理学院 审计学   21000 2 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昆明文理学院 物流管理   21000 2 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7000 2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电子商务   18500 2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8500 2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金融学   18500 2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审计学   18500 2   

药品经营与管理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药学   23000 2   

药品经营与管理 文山学院 财务管理   4000 2   

药品经营与管理 文山学院 电子商务   4000 2   

药品经营与管理 文山学院 制药工程   4500 2   

药品经营与管理 西南林业大学 财务管理   4000 2 白龙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西南林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4500 2 白龙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西南林业大学 会计学   4000 2 白龙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西南林业大学 园艺   4500 2 白龙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财务管理   22000 2 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校区、杨林校区 



毕业专业名称 招生院校名称 招生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学费 学制 备注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工商管理   22000 2 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校区、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2000 2 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校区、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会计学   22000 2 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校区、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金融学   22000 2 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校区、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经济学   22000 2 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校区、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市场营销   22000 2 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校区、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行政管理   22000 2 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校区、杨林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云南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   21800 2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云南工商学院 会计学   22800 2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云南工商学院 审计学   21800 2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云南工商学院 市场营销   21800 2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药学   24000 2 海源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云南农业大学 电子商务   4000 2 普洱校区 

药品经营与管理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19500 2   

药品生产技术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药学   23000 2   

药品生产技术 文山学院 制药工程   4500 2   

药品生产技术 西南林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500 2 白龙校区 

药品生产技术 西南林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4500 2 白龙校区 

药品生产技术 西南林业大学 林产化工   4500 2 白龙校区 

药品生产技术 西南林业大学 森林保护   4500 2 白龙校区 

药品生产技术 西南林业大学 应用化学   4500 2 白龙校区 

药品生产技术 西南林业大学 园艺   4500 2 白龙校区 

药品生产技术 西南林业大学 植物保护   4500 2 白龙校区 

药品生产技术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药学   24000 2 海源校区 



毕业专业名称 招生院校名称 招生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学费 学制 备注 

药品质量与安全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7000 2   

药品质量与安全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药学   23000 2   

药品质量与安全 文山学院 制药工程   4500 2   

药品质量与安全 西南林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4500 2 白龙校区 

药品质量与安全 西南林业大学 林产化工   4500 2 白龙校区 

药品质量与安全 西南林业大学 应用化学   4500 2 白龙校区 

药品质量与安全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药学   24000 2 海源校区 

药学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中药学   5000 2 傣医药学院 

药学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药学   22000 2 色盲、色弱不录 

药学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药学   23000 2   

药学 文山学院 制药工程   4500 2   

药学 文山学院 中药学   4500 2   

药学 西南林业大学 动物科学   4500 2 白龙校区 

药学 西南林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500 2 白龙校区 

药学 西南林业大学 林产化工   4500 2 白龙校区 

药学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药学   24000 2 海源校区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楚雄师范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4000 2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楚雄师范学院 市场营销   4000 2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财务管理   22000 2 杨林校区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电子商务   22000 2 杨林校区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工商管理   22000 2 杨林校区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会计学   22000 2 杨林校区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金融学   22000 2 杨林校区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昆明城市学院 跨境电子商务   22000 2 杨林校区 



毕业专业名称 招生院校名称 招生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学费 学制 备注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工商管理   18000 2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电子商务   18500 2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8500 2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金融学   18500 2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审计学   18500 2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西南林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4500 2 白龙校区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云南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   21800 2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云南工商学院 会计学   22800 2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云南工商学院 审计学   21800 2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云南工商学院 市场营销   21800 2   

医疗器械经营与管理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19500 2   

医学检验技术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23000 2 色盲、色弱不录 

医学检验技术 西南林业大学 动物科学   4500 2 白龙校区 

医学检验技术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24000 2 海源校区 

医学美容技术 西南林业大学 动物科学   4500 2 白龙校区 

医学营养 楚雄师范学院 社会工作   4000 2   

医学营养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7000 2   

医学营养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健康服务与管理   18000 2   

医学营养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药学   23000 2   

医学营养 文山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4500 2   

医学营养 云南工商学院 市场营销   21800 2   

医学营养 云南民族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4000 2 九龙池校区 

医学营养 云南民族大学 行政管理   4000 2 九龙池校区 

医学营养 云南民族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4000 2 九龙池校区 



毕业专业名称 招生院校名称 招生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学费 学制 备注 

医学影像技术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23000 2 色盲、色弱不录 

医学影像技术 西南林业大学 动物科学   4500 2 白龙校区 

医学影像技术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24000 2 海源校区 

预防医学 楚雄师范学院 社会工作   4000 2   

预防医学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7000 2   

预防医学 西南林业大学 动物科学   4500 2 白龙校区 

预防医学 云南民族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4000 2 九龙池校区 

预防医学 云南民族大学 行政管理   4000 2 九龙池校区 

预防医学 云南民族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4000 2 九龙池校区 

针灸推拿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傣医学   5000 3 傣医药学院 

针灸推拿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运动康复   18000 2   

针灸推拿 西南林业大学 动物科学   4500 2 白龙校区 

针灸推拿 云南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   5000 3   

中药学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傣医学   5000 3 傣医药学院 

中药学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中药学   5000 2 傣医药学院 

中药学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中药学   22000 2 色盲、色弱不录 

中药学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药学   23000 2   

中药学 文山学院 制药工程   4500 2   

中药学 文山学院 中药学   4500 2   

中药学 西南林业大学 动物科学   4500 2 白龙校区 

中药学 西南林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500 2 白龙校区 

中药学 西南林业大学 林产化工   4500 2 白龙校区 

中药学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中药学   24000 2 海源校区 

中医养生保健 楚雄师范学院 社会工作   4000 2   



毕业专业名称 招生院校名称 招生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学费 学制 备注 

中医养生保健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傣医学   5000 3 傣医药学院 

中医养生保健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中药学   5000 2 傣医药学院 

中医养生保健 昆明城市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2000 2 海源校区 

中医养生保健 昆明城市学院 运动康复   22000 2 海源校区 

中医养生保健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健康服务与管理   18000 2   

中医养生保健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运动康复   18000 2   

中医养生保健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药学   23000 2   

中医养生保健 西南林业大学 动物科学   4500 2 白龙校区 

中医养生保健 云南工商学院 市场营销   21800 2   

助产 楚雄师范学院 社会工作   4000 2   

助产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护理学   5000 2 健康科技学院 

助产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护理学   5000 2 傣医药学院 

助产 昆明学院 护理学   4500 2   

助产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护理学   22000 2 色盲、色弱不录 

助产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护理学   23000 2   

助产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助产学   23000 2   

助产 西南林业大学 动物科学   4500 2 白龙校区 

助产 云南工商学院 护理学   22800 2   

助产 云南工商学院 助产学   22800 2   

助产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护理学   24000 2 海源校区 

助产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助产学   24000 2 海源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