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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简介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是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

案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前身是始建于 1904 年的云南蚕

桑学堂，首开云南职业教育之先河，下属二级学院食品药品与大健康

学院的前身是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为适应云南省重点产业药品与大

健康产业、食品与消费品制造产业的发展，实现学院办学的可持续和

均衡发展战略，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将食品、药品、烹饪大类专业

合并调整组建食品药品与大健康学院，并新开了药学和食品加工和技

术专业，确立了食品药品与大健康学院新起点、新平台、新发展的全

新定位，食品药品与大健康学院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有利时机。 

 

食品药品与大健康学院现有教职工 46 人，专任教师 35 人，教授

3 人，副教授 15 人，执业药师（医）5 人，云南省教学名师、农业部

教育教学名师各一名，1+X 高级考评员 20 人，专任教师中“双师型”

教师占 80%，行业、企业外聘专家 20 多人，在校学生 2500 多人。具

体组织省级技能大赛赛事三项，学生在国家级技能大赛中获三等奖 2

项，省级一等奖 38 多项、二等奖 10 项，每年学生通过技能大赛获奖

免试专升本人数 15 以上。教师获国家“黄炎培杰出教师奖”一项；

一位教师入选教育部“双师型”专业发展典型案例，2 位教师获省级

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3 位教师获省级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获教育

部 1+X 粮农食品安全评价组织颁发的组织优秀奖、领军组织奖等三

个大奖。承担省级中药项目多个，实现了教学与产业深度融合，成果

促进云岭食品药品与大健康发展可喜局面。多位教师在云南省教育指

导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职务，在食品药品行业有

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 

学院开设药学、中药学、药品生产技术、药品经营与管理、食品

加工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检验检测技术等 11 个专业，其中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专业为省级骨干专业，食品检测、药品生产和

中药学为我院重点打造的专业。我院可以进行职业鉴定的工种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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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炮制工、中式烹饪工、食品检验工。食品药品与大健康学院根据高

职教育的特点，设有 7 个教研室，拥有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的实训室

和校内外实训基地，拥有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的实训室和校内外实训

基地，建有云南省先进药品生产技术 GMP 虚拟仿真系统、药品生产

技术实训室、数码显微活动实训室、农产品（药品）检测中心、食品

加工实训室、中药炮制实训室、中药饮片室、烹饪实训基地、中草药

园、食药用菌中心、中草药栽培等 10 多个实训场地；其中农产品质

量安全与检测应用技术中心为国家级、省级协同创新中心，药品生产

技术 GMP 虚拟仿真系统认定为省级虚拟仿真系统。目前我院共有校

级重点实验室 1 个，工程技术中心 3 个，同时我院还是国家教育部

1+X 食品检验管理、食品合规管理、粮农食品安全评价、药物制剂、

药品购销 5 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2021 年已经完成了 3 个

技能等级证书 89 人的鉴定考核工作，通过率为 100%。 

食品药品与大健康学院获省级教学质量工程 8 项，涉及国家规

划教材、教学名师、实训基地、协同创新中心等项目；建有国家级食

品加工类“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教师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教科研论文

50 多篇，其中核心刊物 20 多篇。主编高职高专教材 10 多本，总编、

主编或参与编写食品药品科技图书 10 本。学生在省级以上各类技能

大赛中获一等奖奖 50 多项、二等奖 10 项，教师获国家“黄炎培杰出

教师奖”一项，实现了教学与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了云岭食品、药品、

大健康的发展。部分教师在食品药品行业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 

学生实行理实一体分段培养，按照教书育人、社会育人、文化育

人、服务育人和环境育人培养学生，以国家需要、社会要求来培养高

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近几年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工作主动，品行端

正，职业素养、人文素质好、专项技能及动手能力强，广泛受到用人

单位好评。学院与云南、江苏、四川、北京的食品类和药品类的知名

企业合作，共建有 27 家企业校外实训基地，40 多家联合人才培养基

地，3 家企业在学院设有励志奖学金。实现了就业辐射面广、层次高、

就业效果好，2021 年免试专升本人数为 18 人，入伍人数 7 人，自主

创业人数 4 人。多年就业率保持在 98%以上，连续四年获学院就业创

业考核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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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对象 

1.三年高职专科：招收应往届普高、三校（职高、中专、技校）

毕业生。 

2.五年制大专：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 

3.单独招生（高职专科）：招收应往届普高、三校（职高、中专、

技校）毕业生。 

4.弹性学制：招生同等学力者（含农民工、返乡创业人员、退役

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 

三．录取方式 

1、普高毕业生：通过“单独招生”、普通高考方式，统一考试，

择优录取； 

2、三校生：通过“单独招生”或“知识+技能”方式，统一考试，

择优录取。 

3、初中毕业生（五年制大专）：通过中考填报志愿，统一择优

录取。 

四．毕业出路 

★就业创业 毕业生通过校园招聘会、专场招聘会、就业网站招

聘信息实现推荐就业或自主择业；毕业生主要集中在行业大中小企业

就业，可在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从事技术、管理、营销、

服务等工作；可以结合所学专业，互联网+……，根据市场需求、社

会经济发展现状及家庭背景实施自主创业，享受大学生自主创业“贷

免扶补”政策。 

★基层服务 毕业生可以申请参加“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

层服务项目，从事农业科技、攻坚扶贫、青年工作和社会管理工作。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享受国家有关就业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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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兵入伍 毕业生参加大学生预征入伍网上报名，符合征兵入

伍条件，征兵入伍，凭申请表和入伍通知书，享受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和学费补偿优惠政策；部分专业可参加士官直招；退伍的毕业生可以

获得免试专升本资格。 

★考试录用 毕业生可以根据当年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招考规定参加各类考试录取。 

★升本提升 “专升本”。学校有扎实的组织“专升本”报考工作经

验，确保录取率。2021 年我院毕业生有 62.8%的学生报名专升本考试，

录取率为 50.18%，每年都有大量毕业生考入云南农业大学、西南林

业大学、云南财经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昆明学院等

本科院校。 

★对外交流 学校与泰国、柬埔寨等相关学校长期开展合作交流，

在校期间学生可以参加大学生互换交流学习，毕业生可以通过考试进

入相关本科就读或选择在国外就业。 

五．奖、助、贷政策 

为促进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入校取得学籍后，

根据成绩和家庭经济情况可享受奖学金、助学金、勤工助学、困难补

助。 

（一）奖学金 

1.国家奖学金：一次性奖励 8000 元。 

2.云南省人民政府奖学金：一次性奖励 6000 元。 

3.国家励志奖学金：一次性奖励 5000 元。 

4.云南省人民政府励志奖学金：一次性奖励 4000 元。 

5.学院奖学金：一等奖学金，一次性奖励 2000 元；二等奖学金，

一次性奖励 1000 元，三等奖学金，一次性奖励 500 元。 

具体评选及奖励办法，以当年国家、云南省人民政府有关政策为

准。 

（二）贫困生资助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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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助学金：通过学校家庭经济困难资格认定，可享受政府当年

政策发放的助学金。一等助学金 350 元/月•人，二等助学金 250 元/

月•人。 

2.勤工助学：学校根据贫困学生需求为其提供勤工助学岗位，获

得每人每月不低于 180 元的生活补贴。 

3.困难补助：按照学校《关于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施办

法》，对家庭经济遇到特殊困难的学生，给予困难补助。 

（三）、生源地助学贷款 

贷款相关政策及具体办理流程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 

生源地贷款学生需持贷款受理证明和生源地贷款借款合同到学

校报到。 

（1）全国学生管理资助中心网

http://www.xszz.cee.edu.cn/index.jsp 

（2）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网 http://www.csls.cdb.com.cn/  

（3）云南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网 

http://www.yn012.cn/ 

（4）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网站，学生工作→生源地贷款

http://www.ynavc.com 

（5）咨询生源地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 

六．校企合作 

学院与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健之佳健康

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云南昊邦集团公司、昆明恒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兰茂药业有限公司、云南龙津制药有限公司、昆明中药厂、云南

鸿翔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盛达药业

有限公司、杭州喜之郎食品有限公司、北京眉州东坡股份有限公司等

知名企业合作，建有 27 多家企业校外实训基地，40 多家联合人才培

养基地，3 家企业在学院设有励志奖学金。实现了就业辐射面广、层

次高、就业效果好，2021 年免试专升本人数为 18 人，入伍人数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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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业人数 4 人。多年就业率保持在 98%以上，连续四年获学院就

业创业考核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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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22年招生专业简介                 

1.【药学】 

   专业培养目标：致力于培养掌握药学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

和基本技能，面向医药卫生行业职业群，能够从事药学服务、药品生

产、质量控制及药品购销等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高级职业资格证书：药物制剂工、国家执业药师、药学职称考

试（初级药士/药师/主管药师）。 

   就业方向： 本专业毕业生可在各级医院、医药企业的药品生产、

质量监控、制药工程、医药销售等从事相关工作。 

主修专业课程：药理学、天然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临

床药物治疗学、药物化学、药事管理学、医院药学概论、药品市场营

销、药剂学、药学综合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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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药学】 

专业培养目标：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系统掌握高等职业教育的文化基础知识和本专业理

论知识与技能，具有比较系统的中药学专业知识和实作技能，具备中

药应用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从事中药生产、加工、

管理、销售与技术指导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高级职业资格证书：中药调剂员 中药购销员 

 就业方向：面向中药农业、医药制造业、批发业、零售业、仓

储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等行业，能够从事中药材生产、中药调剂、中

药购销、 中药鉴定、中药饮片生产、中药制药、中药养护、中药学

咨询与服务、中药质检等工作。 

 主修专业课程：中医学基础、中药学、药用植物学、中药化学、

中药鉴定技术、中药炮制技术、中药调剂技术、中药制剂技术、医药

市场营销、药事管理与法规等。 

  

 



 

9 
 

3.【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省级骨干专业 

   专业培养目标：致力于培养与本专业领域方向相适应的，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意识，掌握农产品质量控制与管理、农产品加

工与质量检测、相关法律法规和质量标准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能够

从事农产品质量控制、农产品有毒有害成分检测、食品成分分析、农

产品加工质量控制、农产品卫生监督，以及非专业通用能力和综合素

质较全面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农产品食品检验员、动物检疫检验员等。 

   就业方向：各类食品企业食品加工、食品卫生检验、食品卫生

监督、食品质量管理和食品安全分析员；各级政府食品质量检测部门、

卫生防疫技术管理部门、商检技术管理部门的食品质量监管员；饲料

生产企业化验员；大中型宾馆餐饮部管理员；超市营业员等。还可以

自主创业、独立建厂，亦可继续攻读食品方向的大学本科。 

主修专业课程：食品营养与健康、食品化学、食品毒理学、食

品微生物、食品添加剂、现代仪器分析、食品感官检测技术、食品理

化检验、食品加工技术、色谱分析技术、药物残留检测技术、食品安

全与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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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药品生产技术】 

专业培养目标：培养具备系统的生物制药技术和药物制剂技术的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专业制药操作核心技能，具备相应的高级

职业资格，适应现代药业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高级职业资格证书：药物制剂工 

  就业方向：云药是云南省重点发展产业，就业主要面向医药、生

物制药等领域，主要就业方向公益性药品管理部门，生物制药企业、

药品销售公司、保健品公司、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可承担药品生产、

制药机械的管理维修、质量控制及药品营销等方面的工作。 

  主修专业课程：药物化学、微生物学、发酵工艺、生物制药工艺、

药物制剂技术、药物分析与检验、制药企业管理与 GMP 实施、药事

管理与法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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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专业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

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食品微生物、食品机械设备、食品加工技

术等知识，具备食品加工的操作技能以及设备的维护与保养等能力，

从事生产加工、技术管理、品质控制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农产品食品检验员。 

就业方向： 本专业毕业生可从事食品生产加工岗位、食品生产

技术管理岗位、食品质检岗位、食品成分分析与检验岗位、产品开发

岗位、食品厂车间设计岗位、食品营销岗位等。 

    主修专业课程： 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食品机械与设备、果

蔬贮藏与加工技术、粮油贮藏与加工技术、畜产品加工技术、发酵食

品加工技术、食品分析与检验技术、食品市场营销学、食品安全与质

量控制技术、食品标准与法规、食品加工综合技能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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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药品经营与管理】 

专业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药品经营与

管理专业所必需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从事药品生产管理、质

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药品营销等工作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高级职业资格证书：药品购销员、中药调剂工 

就业方向：主要就业方向公益性药品管理部门，医药批发企业、

医药连锁经营企业、社会药店、药品生产企业、保健品生产企业、化

妆品生产企业、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医药外贸企业，也可进行自主创

业。主要从事营销、药品采购、药品仓储配送、药品养护及管理等岗

位的工作。 

  主修专业课程：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药事管理与法规、药品市场

营销学、临床药物治疗学、药品经营企业管理学基础、药品储存与养

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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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食品质量与安全】 

 专业培养目标： 致力于培养掌握食品营养、食品质量安全检测

和质量控制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熟悉食品标准与法规；

具有与本专业领域方向相适应的理论水平与专业技能，以及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服务意识。能在食品企业、商检、卫生防疫、科研院所及有

关社会中介机构等部门，从事食品检测、监测、评价、预警、控制、

认证、标准和法规制定及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农产品食品检验员、动物检疫检验员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在农业部门的质检中心、工商部

门的检测和监管机构、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大型超市、有机

农产品、绿色食品、食品生产加工经营销售等企事业单位从事食品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类工作；以及结合专业可对食品企业的产品进行开发

和包装设计工作；也可自主创业，开展食品生产、加工、贸易等工作。 

   主修专业课程：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现代仪器分析、食

品标准与法规、食品理化分析与检验、食品质量管理、食品安全与评

价、动物性食品卫生检验、食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食品卫生与安全

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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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烹饪工艺与营养】 

专业培养目标：该专业着重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素质，具备扎实的

烹饪学、营养学、餐饮管理学等知识，会烹饪制作，懂营养，熟悉餐

饮企业运作方式和工艺流程，能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发展和经济

建设所需要的烹饪专业及酒店餐饮管理业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

人才。 

高级职业资格证书：中式烹饪师、西式烹饪师、中式面点师、西

式面点师、星级厨师、烘焙师、健康管理师、农产品食品检验员等。 

就业方向：食品生产加工、餐饮服务、健康管理、营养咨询、企

业、医院及学校食堂等各类食品生产餐饮经营管理企业。从事食品开

发、中餐烹饪、西餐烹饪、面点制作、主厨、大厨、厨师长、行政总

厨、餐饮部经理、营养配餐、烹饪教学、培训工作。 

主修专业课程：烹饪原料学、烹饪原料加工技术、冷盘制作工艺、

面点制作工艺、烹饪化学、烹饪营养学、烹饪卫生学、厨房设计与管

理、饮食文化概论、西餐工艺学、菜点创新与设计、烹饪工艺美术、

餐饮企业管理、饮食消费心理、中国名菜。 

 

  

 



 

15 
 

9.【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专业培养目标：致力于培养具备食品检测和分析、食品科学等方

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础操作技能，熟知国际食品质量安全和标准体

系，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和文化修养，适应现代食品加工与检测行业、

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能胜任食品企业技术管理、食品质检部门质

量安全管理、品质控制、现代企业管理、食品检测及食品市场营销等

方面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精湛的专业技能、较强的竞争能力

和可持续发展的学习与适应能力、强烈的市场意识的高素质高级技能

型专门人才。 

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农产品食品检验员、动物检疫检验员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可从事食品质量安全检测类型的工作，

针对于食品企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商检部门，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动植物检疫检测部门、农产品质量认证机构、卫生防疫部门等管理机

构和部分大型超市、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饲料和肥料等各类生产

企业；同时可根据专业特色开展食品贸易工作及检测设备的维护和销

售工作。   

主修专业课程：食品营养与健康、食品化学、食品毒理学、食品

微生物、食品添加剂、现代仪器分析、食品感官检测技术、食品理化

检验、食品加工技术、色谱分析技术、药物残留检测技术、食品安全

与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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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学院文化 

 

院训:“知行合一、立德笃行” 

院风:“自强不息、创新拓展” 

 教风: “严谨治教、修业树人” 

     学风: “明德、善思、勤技、践行” 

作风:“求真务实、爱岗敬业” 

 办学理念: “学中做、做中学” 

教学方法:“教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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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承办校技能大赛概况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全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技

能本领。食品药品与大健康学院承办了省级“中药传统技能个人赛”、

“药品检测技术团体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团体赛”三个赛事工

作，涉及学校 32 家、选手 144 人，受到参赛学院好评。我院学子每

年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均表现优异，其中陈少野同学在 2021 年在

高职组中药传统技能大赛国赛中获得三等奖， 2021 年我院在云南省

高职院校的技能大赛中获个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1 名；团体一等奖

9 个、二等奖 3 个，三等奖 2 个，共有 18 位学生获奖，成绩创历史

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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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优秀学生风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

克运动会上，来自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1 级药品生产技术 2 班的

李明琼与搭档罗成福在赛艇二级双人双桨 2000 米决赛中，以 9 分

13.99 秒的成绩喜获一枚银牌；次日，在赛艇女子单人双桨 2000 米决

赛中，李明琼以 11 分 59.92 秒的成绩，再次斩获一枚银牌，为云南

省体育代表团争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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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校园生活 

学校毗邻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距昆曲高速兔耳关收费站约 5 公里，

交通便捷，每天有学校交通车接送。校园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精彩纷

呈。大学生文化艺术节、迎新晚会、毕业典礼、田径运动会、定向运

动会、各类大学生社团活动，书画、手工、插花、演讲、辩论、论文

竞赛、大学生创业大赛、职业技能大赛等给你提供展示才艺、发挥特

长、培养兴趣、锻炼能力、提升素质的舞台。在这里，你们的身心健

康，成人成才是我们收获的最大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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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招生专业计划 

表 1. 普通高考招生专业计划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 招生类别 学制 
学费 

（元/学年） 

1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文理三校生 三年 5000 

2 410114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文理三校生 三年 5000 

3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文理三校生 三年 5000 

4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文理三校生 三年 5000 

5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文理三校生 三年 5000 

6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文理三校生 三年 5000 

7 520410 中药学 文理三校生 三年 5000 

8 520301 药学 文理三校生 三年 5000 

9 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文理三校生 三年 5000 

 

表 2.单独招生专业计划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 招生类别 学制 
学费 

（元/学年） 

1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应往届普高

生和三校生 
三年 5000 

2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初中毕业生

应往届普高

生和三校生 

三年 5000 

3 410114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应往届普高

生和三校生 
三年 5000 

4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应往届普高

生和三校生 
三年 5000 

5 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应往届普高

生和三校生 
三年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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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五年制大专专业计划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 
招生类

别 
学制 对口中职学校 

学费 

（元/学年） 

1 410114 

农产品加

工与质量

检测 

初中 

毕业生 
五年 

 

云南省曲靖农业

学校 

前3年可选择在

各联办学校就

读，享受中职学

生待遇，涉农专

业免学费，后 2

年转入云南农

业职业技术学

院就读，学费

4000 元/学年 

2 490201 
药品生产

技术 

初中 

毕业生 
五年 

云南省曲靖农业

学校、楚雄技师学

院、曲靖市师宗职

业技术学校 

3 540202 
烹饪工艺

与营养 

初中 

毕业生 
五年 

云南省曲靖农业

学校 

4 490208 
药品经营

与管理 

初中 

毕业生 
五年 

宁洱县职业高级

中学 

联系方式 

二级学院招生电话：0871-68875401 

                  15288298978（解芬老师） 

学院网址：http://nxy.ynavc.com/ 

邮政编码： 650212（小哨校区） 

学校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小哨（小哨校区） 

 

 

欢迎考生报考我院相关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