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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师范学院地处我国第三大河珠江的发源地、云南省第二大城市、爨文化的故乡、“全国十佳宜居城市”——曲靖市。学校2007年 6月以“良

好”成绩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2010年成为云南省优质生源高校，2012年和2015年连续被中央文明委命名表彰为“全国文明单位”。

自 2000 年升本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学校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各类高级应用人才 4万余人，赢得了“千

里珠江，源头起航；园丁摇篮，桃李芬芳”的美好赞誉，已发展成为曲靖教育发展的龙头、合格师资培养的重要基地、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窗口。

办学历史文化积淀厚重。学校办学历史最早可追溯至 1907 年开办的“师范传习所”，1912 年设置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56 年更名为曲靖

师范学校，1977 年招收昆明师范学院曲靖普通（本科）班，1978 年成立曲靖师范专科学校（1993 年更名为曲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84 年建立

曲靖教育学院。2000 年 3月经教育部批准，曲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曲靖教育学院、曲靖师范学校合并组建曲靖师范学院。一代代曲师人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熔铸形成了“苦乐交融育英才，百年树人铸精魂”的曲师精神。

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面向全国26个省(市、区)招生，现有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15000余人。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初步形成了卓越人才、

复合人才、拔尖艺体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历届校友中，涌现出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贡献的徐文烈将军、《在太行山上》的词作者桂涛声、

抗日名将王甲本；“全国三八红旗手”、党的十八大代表胡艳，“云南省教育风云人物”、“云南省百优校长”郭跨存，“全国优秀大学生援教教师”、“云

南省教育风云人物”梁春林，“全国模范教师”徐瑞等大批优秀人才。学生在国家级、省级以上学科专业竞赛、科技创新竞赛中的获奖人数逐年上升，

获国家级奖项 521 项，获省级奖项 1023 项，获奖人数达 1544 人。学生就业率连续 10 年处于全省高校前列。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连续 5

年获中宣部、团中央、教育部和省委宣传部、团省委、教育厅表彰。

办学基本条件不断改善。校园面积 1399 亩，校舍面积 36.79 万平方米，图书馆馆藏文献总量近 180 万册，电子图书资源量近 9 万 GB；固定资

产总值 7.06 亿元，其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1.21 亿元。2004 年 9 月建成占地 1318 亩、充满浓郁现代大学气息的校本部，图书、体育、教育教

学设备一应俱全，环境优美，绿化面积占 62.4%，获省市“平安校园”、“园林绿化先进单位”称号。

学科专业特色鲜明。学校设有18个教学单位，4个教辅机构，34个研究机构（含5个校级独立研究机构），建成了一批有特色的专业，形成了多学科发展格局。

有 8 个省级重点学科，其中 1 个云南省高原学科，并进入 2017 年硕士授权单位规划建设学校；3 个硕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学科，2 个优势特色重点学科，2 个已挂

牌二类重点学科。设有全日制本科专业 53 个，17 个高职高专专业，60 个成人教育专业。专业涉及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

艺术学 9 大学科门类。建有国家高等学校特色（重点）专业 1 个、云南省高等学校特色（重点）专业 5 个，省级精品课程 9 门，云南省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

型大学转型发展“支持产业升级重点专业群”立项建设项目 2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 个，国家和省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117 项，学校学科专业建设取得明

显进步。

学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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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明显。现有在职教职员工1020人，其中博士131人（含在读）。有专任教师789人，正高职称教师72人，副高职称教师214人，

高级职称教师占到专任教师的 36.63%，硕博教师占专任教师 60% 以上。专任教师中有 58 位受聘担任上海师大、云大和云师大硕士生导师。教师中

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省突、省贴等省内外知名专家、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才、教学名师共 55 人，云南省

级名师工作室 3个，长年聘任校外兼职教授 173 人，外籍教师 13 人。初步形成了一支符合本科教学要求、具有较高思想业务素质的教师队伍。

科研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建有国家体育总局研究基地 1 个、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 个，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 2 个、高校重点实验

室 3 个、高校科技创新团队 1 个，省级教学团队 5 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示范区 2 个；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33 项，独立主持

和联合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7 项，国家艺术基金项 4 项，共承担各类科研项目 1266 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居全省高校前列，出版专著、编

著、艺术作品集和主编教材240部，在 SCI、EI、ISTP发表论文 7760余篇；获得省、部级各类优秀成果奖79项，省部级以上各类教育教学奖111项，

曲靖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62 项，曲靖市文学艺术创作政府奖 24 项，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近五年，完成了“曲靖市主导产业培育研究”、“曲靖市产业转型升级研究”等课题 10 余项，承担了“曲

靖市经济发展蓝皮书”等专项课题，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以校友桂涛声为原型创作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型歌剧《涛声依旧》、

以及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排演的歌剧《年轻的脚步》，成功公演并获得好评，为艺术教学改革和协同创新创造了典型经验。组建了 4 个独

立研究机构、1个校政联合独立研究机构——曲靖市旅游发展研究院。

国际化办学逐步深入。成立了“云南省出国留学预备学院曲靖分院”，成为云南省人民政府第三批华文教育基地，与泰国清迈大学、美国宾州

曼斯菲尔德大学、爱尔兰沃特福德理工学院、新西兰商学院和林肯大学等合作开展“2+2”、“3+1”、“3+1+1”等多种形式的联合人才培养项目；

与英、美、加、澳、新、法、爱尔兰等 12个国家和地区的 29个高校和教育机构建立了正式交流合作关系，共聘请英、美、加、泰等外教 100余人次，

招收长短期留学生 400 多人，在泰国创建汉语国际教育培训推广中心 1 个，加入中教国际交流协会并启动了 1+2+1 中美人才培养项目，国际化办学

水平逐年提高。

“十三五”期间，学校将始终坚持创新发展、内涵发展、转型发展、特色发展，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实施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高原学科建设、

服务能力提升、领军人才引培、开放融合、基础设施服务能力提升、文化精品建设七项工程，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

创新水平，不断增强学校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实现办学模式全面转型，建成综合性强、人文社会科学优势显著、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

工科贡献突出、教师教育独具特色的应用型大学，并为最终建成特色鲜明的区域性高水平大学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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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师范学院 2017 年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1. 为了保证曲靖师范学院 2017 年本科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生源质量，维护考生合法权益，依照教育部相关规定，结合曲靖师范

学院本科招生工作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章程。

2. 曲靖师范学院遵循公开程序、公正选拔、公平竞争，按照“遵循志愿、分数优先”等原则择优录取考生。

第二章 学校名称、办学层次及办学类型
1. 中文全称：曲靖师范学院

2. 英文全称：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3. 学校国标代码：10684

4. 招生层次：学校具有招收本专科层次学历教育资格

5. 办学类型：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第三章 招生范围、招生计划及收费标准
1.招生范围：2017 年学校面向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

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天津、云南 26 个省市区招收本科学生。

2. 招生计划：我校在各省市区招生专业、招生计划以当地省市区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为准，专业介绍请查询我校相关学院网站。

3. 收费标准：严格按照云南省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2017 年学费标准详见《云南招生报》和各省市区招生计划版）。

第四章 录取规则
1. 贯彻德、智、体、美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公开、公正、公平选拔每一位合格考生。

2. 遵循志愿、分数优先的原则。根据考生报考人数，采取平行志愿投档的省份 , 优先录取第一顺序填报我校的上线考生；非平行志愿

投档的省份 , 优先录取第一志愿填报我校的上线考生；若所有志愿投档结束仍未完成招生计划，采取征集考生志愿后进行录取。录取时，

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3. 确定录取专业时，将根据考生报考专业志愿的具体情况，按志愿先后，由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所有专业都无法满足的，如果服从

专业调剂，将由学校根据分数调剂到相应专业，各专业志愿之间无分数级差；若同一批次考生投档成绩和专业志愿相同，优先录取与考生

报考专业相关科目成绩较高的考生。如果无法满足所报专业志愿，又不服从调剂的，作退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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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术学、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音乐学、舞蹈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我校统一使用各省市区统考（联考）专业测试成绩，

考试要求以各省市区招生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文件为准；书法学专业云南省认可云南艺术学院书法学专业校考合格成绩，其余招生省份使

用相应省统考（联考）专业测试成绩。

5. 报考艺术体育类专业的考生，要求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均达到各省定相应批次控制线，按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 若专业

成绩相同，优先录取文化成绩较高的考生。

6. 英语、商务英语专业只招收英语语种且高考英语单科成绩在及格分以上的考生。其余各专业招生时，外语语种不限。新生进校后，

我校公共外语教学语种为英语、泰语、越南语。

7. 报考酒店管理专业的考生，身体条件符合行业标准。

8. 浙江省各类招生执行浙江省招生录取政策，我校各专业无选考科目要求。

第五章 身体健康状况要求
身体健康状况要求，按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

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执行。请考生填报志愿时认真阅读《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相关规定，避开受限专业和学科，新生入学后两周内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体检，对体检不合格且不能在校继续就

读的学生进行退档处理。不参加学校体检者视为体检不合格。。

第六章 助学体系
学校从立德树人，服务学生出发，把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人才培养和办学过程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建立和完善了以国家（各级政府）、社会和学校奖助学金及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困难补助、学费减免为主，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捐资

助学为辅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和一系列激励保障制度。

第七章 毕业证、学位证颁发
修学期满，符合毕业要求，颁发曲靖师范学院毕业证书，达到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颁发学位证书。

第八章 学校地址及联系方式
1. 学校地址及邮编：云南省曲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江大道 ,655011。

2. 学校网址：http://www.qjnu.edu.cn

3. 报考咨询网址：http://zsjyc.qjnu.edu.cn

4. 报考咨询电话：0874-8998692（兼传真）、8998620

5. 助学咨询电话：0874-899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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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

卓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是曲靖师范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实验班以“专业基础扎实、实践

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能流利使用一门外语”为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通过全校选拔、动态管理、单独编班、强化培养等方式，制定单独的人

才培养方案，着重强化英语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实施优生优教，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进而提高学生考研，就业的层次比例。

探索新形势下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方法和途径，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突出学生能力的培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实验班学生科研能力的训练与

培养。

报名方法
登录曲靖师范学院主页（http://www.qjnu.edu.cn），点击专题网站，进入卓越人才培养网站“卓越班报名”，按网页提示操作。
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 日 20:00
咨询电话：0874-8998623/0874-8998691

实验班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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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籍管理

报名资格

1. 实行单独编班。每年按学校规定程序申报进入卓越班学习的学生，采取单独编班授课，独立进行学籍管理。
2. 引入竞争机制。按照条件在全校范围内选拔进入卓越班学习的学生，根据学习情况，可淘汰不宜继续在卓越班学习的学生，同时还可以从全

校其他班级中选择优秀学生进入卓越班学习。退出卓越班的学生可返回原高考录取专业学习，也可按《曲靖师范学院本科学生管理规定》转入其
它专业学习，其在卓越班学习取得的学分可冲抵原专业或转入专业已开课程的学分。

3.实施动态管理。进入卓越班学习的学生，前四个学期保留原高考录取专业学籍，第五学期开学两周内，仍在卓越班学习的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意愿，
通过申请转专业的方式直接转入卓越班相关专业。      

在 全 校 2017 级 理 工、

文 史 类 新 生 中 招 生， 凡 理

工、文史类学生高考英语达

90 分， 语 文 成 绩 达 105 分

（海南省考生英语、语文均

达 550 分）及其以上者，可

自愿报名参加选拔。

在 全 校 2017 级 理 工、

文史类新生中招生，凡理工、

文史类学生高考英语达到 90

分（海南省考生英语 550 分）

及其以上者，可自愿报名参

加选拔。

在全校 2017 级理工、文史类

新生中招生，凡理工、文史类学

生高考英语达 90 分，语文成绩达

105 分（海南省考生英语、语文均

达 550 分）及其以上者，可自愿报

名参加选拔。

在全校 2017 级理工、文史类新生中招生，

凡理工、文史类学生高考英语达到 100 分（海

南省考生英语 600 分）及其以上者，可自愿

报名参加选拔。

在全校 2017 级理工、文史类新生中招生，

凡理工、文史类学生高考英语达到 100 分（海

南省考生英语 600 分）及其以上者，可自愿报

名参加选拔。

在全校 2017 级理工类新生

中招生，凡理工类学生高考英语

达到 80 分（海南省考生英语 500

分）及理综成绩较好，可自愿参

加选拔。

在全校 2017 级理工、文

史 类 新 生 中 招 生， 凡 理 工、

文史类高考英语和数学成绩

均达 90 分（海南省考生英语、

数学均达 500 分）及其以上者，

可自愿报名参加选拔。

在全校 2017 级理工、文

史新生中招生，凡理工、文

史类学生高考英语达 90 分，

数学成绩达 80 分（海南省考

生 英 语、 数 学 均 达 500 分）

及其以上者，可自愿报名参

加选拔。

卓越文科人才培养计划班 卓越学前教师培养计划班

法律 + 英语复合人才培养计划班 泰语 + 英语 + 商务专业复合人才培养计划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计划班

卓越化学化工人才培养计划班 卓越会计学人才培养计划班

卓越经济学人才计划班

在 全 校 2017 级 理 工、 文 史

类新生中招生，凡理工、文史类

学生高考英语达到 100 分（海南

省考生英语 600 分）及其以上者，

可自愿报名参加选拔。

英语 + 泰语 + 商务专业复合人才
培养计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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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卓越人才培养班计划招收人数

选拔条件

学费标准

报名参加卓越人才计划班的学生入学报到后需参加相关学院组织的面试，具体面试时间由相关学院确定。按高考成绩占 60%, 面试成绩占 40% 计

算总成绩，学校根据成绩由高到低选拔卓越人才计划班学生。

具有报名资格的学生，每人只能报选一个班。未选上卓越人才计划班的学生，回原录取专业就读。

报名人数未达到 20 人的班级，将取消该班办班资格，已报该班的学生，可根据学生意愿和报名资格要求改报其它班级。

进入卓越人才计划班的学生，第一二年按当年学校公布的原高考录取专业学费标准交费，第三、四学年按最终确定专业的学费标准收取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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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涉外交流项目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MUNICATION IN QJNU



20
20

一、赴美短期交流项目

三、赴美“2+2”留学项目

学校与美国德州大学泰勒分校 UTT（University of Texas Tyler）建立了稳定的文化交流合作关系，每年组织选拔 6名学生赴 UTT 进

行为期 6—8周的短期交流学习。在美期间，学生能全方位体验美国教育和文化。

承担费用：总计约人民币 15000 元，在美期间的食、宿、行均由对方负责。

选拔条件：在校二、三年级学生；思想品德好、学习成绩优秀、英语基础扎实、有较好的跨文化理解和沟通能力，有一定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愿意参加异国文化体验着均可报名。

学校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曼斯菲尔德大学采取“2+2”模式联合培养学生。每年从符合条件的二年级学生中选拔若干优秀学生，与三、

四年级赴美留学两年。学生学完我校和曼斯菲尔德大学规定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达到相关规定和要求，可以同时获得我校和曼斯菲尔

德大学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该项目相关要求及条件：

招生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工商管理；

会计学；化学；应用化学；生物科学；历史学；英语；艺术类专业；教育类专业。

承担费用：1. 每学年学费：11600 美元；2. 每年食宿费约 8078 美元；3. 每年医疗保险费 600 美元；4. 每年杂费 2414 美元；5. 一次

性办理留学申请、学分转换、签证辅导费约 2750 美元。以上五项费用合计 25442 美元。

一、赴台交流学习项目

四、赴泰教育实习项目

学校与（泰国）中国友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署了正式的交流合作协议。每年 5月底 6月初和 10 月底 11 月初向对方派出符合条件要

求的学生进行为期 4个月的教育实习。该项目为我校学生体验异国文化，传播中华文明，担任中泰文化交流使者搭建了坚实的平台。

承担费用：“意外和医疗”保险（价格为人民币 1080 元），实习工作管理费，赴泰前期培训费，在泰期间护照、签证费等人民币 1000

元，往返机票费约人民币 3000 元，对方管理费 2000 元，费用合计约 7180 元。对方负责代理学生统一办理各类赴泰实习手续，安排分配实

习学校，并对实习生进行安全、纪律及日常管理，学生所在实习学校为学生提供每月不低于 3000 泰铢（约人民币 600 元）的生活补助，并

为学生提供免费住宿。

选拔条件：学校推荐的学生主要为三、四年级学生，要求思想品德好，学习成绩优秀，身心健康，有较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英语（或泰语）

基础扎实 ,有较好的跨文化理解和沟通能力，有一定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我校与台湾屏东大学、东方设计学院、修平科技大学、崑山科技大学四所高校签署了正式的交流合作协议。每学期自费名额不限，公

费生名额以台湾邀请函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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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外派汉语教师项目

国家汉办每年需要大量外派汉语教师，教师待遇根据《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生活待遇管理规定》文件执行。教师国外生活待遇主要包括国外工

资（助教 1500 美元 /月）及考核奖金、交通补贴、租房费用、一次性安家费、配偶补贴、赴离任及家属探亲机票、公费医疗等。赴非洲等艰苦

地区的教师享受不超过 180—1500 美元 /月的补贴。

选拔考试：申请人员需参加国家汉办统一组织的选拔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考试内容主要为汉语专业知识、教学技能、中华文化传播

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外语水平和心理等。

历年来，我校已有 20 多名毕业生被国家汉办录取为外派汉语教师赴泰国、柬埔寨等国工作。

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会根据国家汉办及云南省教育厅下发的文件及时通知全校学生具体报名事项。学生也可自行登录国家汉办官网查询。

六、与新西兰商学院 3+1+1 硕士项目

七、与韩国湖南大学 3+1+2 硕士项目、短期游学项目

五、暑假赴美带薪实习项目

学生前 3年就读曲靖师范学院，第四年留学就读新西兰商学院（同时注册为新西兰林肯大学硕士预科生，获得林肯大学条件性录取通知书），

在获得新西兰 7级本科文凭及证书同时，获得曲靖师范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第五年，免雅思入读林肯大学商学系 15 个月的研究生课程，

合格者可获得相应的林肯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或硕士学位，并可在国外继续攻读博士或就业，移民。

3+1+2硕士项目：学生前三年就读曲靖师范学院，第四年留学就读韩国湖南大学，对韩语TOPIK能力达到3级（经营系一般研究生院要求4级）、

面试及文件审核合格，并且在取得曲靖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以后，可直接进入湖南大学硕士课程学习，满足毕业条件可颁发湖南大

学颁发的毕业证和硕士学位证。

短期游学项目：曲靖师范学院组织学生赴韩国湖南大学进行为期 10 天的学习交流，学生需承担人民币约 8000 元的学习费用。

该项目由上海市出入境服务中心与美方在此项项目的权威机构（CIEE）合作。根据美国国务院及美领馆规定，中国学生参加项目的时间为每

年的 6月 15 日至 9月 15 日。参加项目的学生还可以利用实习结束后的闲暇时间，参观美国大学，游览 风景名胜，从而更加深入的了解美国的

风土人情，充分体验美国的多元文化。

申请条件：年满 18---30 周岁的在校大学生，学习成绩优异，在校表现良好；具备基础英语沟通能力，通过主办方资格筛选及面试；

费用说明：报名服务费 3000 元人民币，项目费 3000 美金。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老挝项目细节完善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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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学院网址：

http://hxhgxy.qjnu.edu.cn

招生宣传员：

  史老师 18908741246

  舒老师 15368415515

  陈老师 15087456539

  王老师 13732782505

咨询 QQ 群：

     366031171

学院简介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始建于 1978 年的曲靖师专化学系，自 2000 年招收本科生以来，学院狠抓机遇力促发展，综合实

力名列学校前茅。学院的化学一级学科为云南省“十二五”硕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学科，2017 年化学一级学科获批成为

云南省高原 B 类重点学科，物理化学为验收合格的云南省级重点学科。学院现有化学（师范类）、应用化学（非师范，理

学）、化学工程与工艺（非师范，工学）三个全日制本科专业，2017 年经教育部审批新增制药工程（非师范，工学）全

日制本科专业。目前学院在校学生有 843 人，20 个自然班。

学院建有省级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煤化学实验教学中心，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1 个、校级重点实验室 3 个 , 实验室

面积 6700 ㎡。学院与昆明冶研新材料公司及曲靖市环保局等十多家用人单位签订了人才定向培养协议；在曲靖市一中、曲

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曲靖创业水务有限公司等 23 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稳固的教学实践基地；还与上海师范大学、辽宁科

技大学等高校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不断优化办学条件。

一、办学条件优越

学院目前在职教师 47 人，教授 7 人，副教授 15 人，博士 21 人（含在读 4 人）。

专任教师具有硕、博士学位比例达 90%。7 名教授受聘担任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硕士

生导师；有云南省高校教学名师 2 人并建立名师工作室，云南省高校教学科研带头人

2 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 1 人。化学专业教学团队被评为云南省

高校优秀教学团队。近五年来学院教师在研及完成省级以上质量工程项目 33 项。发

表核心期刊以上科研论文 211 篇、教研论文 66 篇。出版国家级教材 3 部（省级精品

教材 1 部），专著 4 部。

学院还聘请清华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知名学者和

企业优秀专业人才担任名誉教授、客座或兼职教授。

二、师资力量雄厚



53
53

三、卓业人才培养模式独具特色

学院特设卓越化学化工人才班，致力于培养掌握化学化工领域的专

门知识与关键技术，具有学科发展潜质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按师

生比 1:5 的方式安排教授、博士作为学生的学业导师，强化英语应用能

力的训练，参与国家级、省级专业竞赛、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及加入教

师科研课题、核心期刊发表科技成果的机会更多。考研辅导针对性更强，

将更具考研成功的优势。

四、人才培养质量高

化工设计竞赛

近五年来学生以第一作者发表

科研论文 36 篇。74 人次在全国高等

院校化学专业师范生教学素质大赛中

获奖 68 项，其中一等奖 14 项。在

第五届全国师范生课堂技能比赛中获

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1 项。获全国师

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三等奖 1

项。获大学生化工设计大赛全国二等

奖 2 项，获大学生化工设计大赛西南赛区一等奖 2 项。“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建设项目”获省级立项 22 项，国家级立项 9 项，获云南

省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省级金奖”2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

其他各类竞赛中 360 多人次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170 余项。

毕业生社会综合竞争能力强。近五年我院毕业生累计考取硕士研

究生 152 人，位居学校前列。毕业生就业率均在 98% 以上，自主创业

成功的毕业生累计达到百余人。

专业介绍

化学

应用化学

（师范类  招收理工类考生）

（普通类  招收理工类考生）

重点培养学生掌握化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具有较强实践

能力和创新精神。2007 年被批准为省级重点专业。

主干课程包括无机化学、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分析化学实验、

有机化学、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等。毕业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基础化学教育教学工作，政府、企事业单位管理、教学、研究开发

以及新技术应用等工作。

在化学、化工、医药、环境、食品等企事业单位从事研究、教学、生产、

开发及管理工作。

主干课程

就业方向

就业方向

重点培养学生掌握化学、化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较强实践

能力和创新精神。

主干课程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化工原理、环境化学、环境

监测、环境影响评价、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工业化学等。毕业授予

理学学士学位。

主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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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仪器实验室

雷久艺

注册环评工程师
一级建师

云南宁茂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2010 届毕业生

物理化学实验

培养具备扎实的化工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有较强的实验实践技

能、工程设计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培养具备制药工程专业知识和药品的开发技术、工程设计和产品生

产质量管理等方面的能力，适应制药工业发展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

主要培养方向为药物制剂生产研制和药物分析。

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化工原理、化学反应工程、分离工程、化工工

艺学、化工设备机械基础、化工制图、AutoCAD、化工生产环境监测与评价、

煤化工、磷化工等。毕业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生物化学、药物与天然药物化学、药理学、工业药剂学、化工原理、

制药工艺学、药物分析等。毕业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在化工、制药、冶金、能源、环保、食品、环境监测等部门从事工程设计、

技术开发、生产技术管理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工作。

在政府、企事业单位从事药物分析、质量检测、相关研发等工作；

从事医药产品的营销工作。

主干课程

主干课程

就业方向 就业方向

化学工程与工艺 制药工程（普通类  招收理工类考生） （普通类  招收理工类考生）

师生共同探讨分析实验 学生到化工厂见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