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财经大学全日制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学校本科教育专业设置以普通本科教育为主，国际合作办学和职业本科教育为两翼，充

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满足云南省教育发展战略需要。 

一、普通本科专业 

2012年，停开专科专业。2012年，新增全日制专科升本科专业。2012、2015、2021年，

多次调整学院及专业。至 2021年，学校本科专业 63个，其中经济学专业 13个，占 20.63%；

管理学专业 23 个，占 36.51%；工学专业 5 个，占 7.94%；理学专业 5 个，占 7.94%；文学

专业 9个，占 14.29%；法学专业 4个，占 6.35%；艺术学专业 4个，占 6.35%。涵盖 7个学

科门类，形成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法学、哲学、文学、理学、工学、艺术等学科协同发

展的多科性大学。2021年普通本科专业设置情况见下表。 

2021年云南财经大学普通本科学院及专业设置情况表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专业类 备  注 

经济学院 

经济学 经济学 经济学类  

国际商务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经济与贸易类  

贸易经济 经济学 经济与贸易类  

   
经济学创新人才培养

基地班（数理经济）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经济学 金融学类  

保险学 经济学 金融学类  

金融工程 经济学 金融学类  

投资学 经济学 金融学类  

精算学 理  学 金融学类  

商学院 

市场营销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电子商务 管理学 电子商务类  

工商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管理科学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互联网金融 经济学 金融学类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含卓越会计人才教育

培养计划班（ACCA） 

财务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含卓越财务管理人才

教育培养计划班 

审计学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  学 计算机类 
含卓越工程师人才教

育培养计划班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物联网工程 工  学 计算机类  

信息安全 工  学 计算机类  

统计与数

学学院 

统计学 理  学 统计学类  

经济统计学 经济学 经济学类  



应用统计学 理  学 统计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  学 数学类  

统计与数

学学院 

金融数学 经济学 金融学类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  学 计算机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  学 数学类  

   
经济学创新人才培养

基地班（数理金融） 

城市与环

境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理  学 地理科学类  

城乡规划 工  学 建筑类 5年制 

工程管理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资产评估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国际语言

文化学院 

英语 文  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商务英语 文  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越南语 文  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泰语 文  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缅甸语 文  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法学院 

法学 法  学 法学类 
含卓越法律人才教育

培养计划班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法  学 政治学类  

国际经贸规则 法  学 法学类 2020年备案审批 

传媒学院 

新闻学 文  学 新闻传播学类  

汉语言 文  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广告学 文  学 新闻传播学类  

物流学院 

物流管理 管理学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物流工程 工  学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供应链管理 管理学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20年备案审批 

财政与公

共管理学

院 

财政学 经济学 财政学类 
含卓越财政人才教育

培养计划班 

税收学 经济学 财政学类  

行政管理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劳动与社会保障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政治学与行政学 法  学 政治学类  

现代设计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艺术学 设计学类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 设计学类  

产品设计 艺术学 设计学类  

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学 设计学类  

旅游与酒

店管理学

院 

旅游管理 管理学 旅游管理类  

会展经济与管理 管理学 旅游管理类  

酒店管理 管理学 旅游管理类  

文化产业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2018年备案审批 



二、职业本科专业 

2019 年起，普通本科专业不再开办全日制专科升本科专业，专升本及旅游管理、酒店

管理职业本科等各专业统一由中华职业学院开设。2020 年，配套学校学院制改革，增设卓

越会计学、卓越财务管理两个职业本科类拔尖项目。2021 年，职业本科学院及专业设置情

况详见下表。 

2021年云南财经大学职业本科学院及专业设置情况表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专业类 备  注 

中华职业

学院 

会计学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含卓越会计人才教育培

养计划班、会计学（专

升本） 

财务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含卓越财务管理人才教

育培养计划班、财务管

理（专升本） 

市场营销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含市场营销（专升本） 

电子商务 管理学 电子商务类 含电子商务（专升本） 

旅游管理 管理学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三校生）、

旅游管理（专升本） 

会展经济与管理 管理学 旅游管理类  

工程管理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工程管理（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工  学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秘书学 文  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酒店管理 管理学 旅游管理类 
含酒店管理（三校生）、

酒店管理（专升本） 

工商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专升本 

三、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2011 年，中外合作办学设置国际金融(澳)、国际商务(美)、国际会计(美)、国际会计

(澳)、国际商务英语(美)、项目管理(美)和理财学(澳)7个项目。 

2012年，增设国际金融(美)、国际营销(澳)和金融学（金融服务）（英）3个项目。 

2016年，增设酒店管理中法瓦岱勒项目。同时，按教育部要求，按专业目录规范专业名

称，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有所归并、集中。 

2020 年，在曼谷商学院基础上，设立海外学院，在泰国开办国际商务专业。2021 年，

中外合作办学学院及专业设置详见下表。 

2021 年云南财经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院及专业设置情况表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学科门类 专业类 备  注 

国际工商学

院 

会计学（中澳合作）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美合作） 
经济学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中英合作） 经济学 金融学类  

旅游与酒店

管理学院 
酒店管理 管理学 旅游管理类 中法瓦岱勒项目 

海外学院 国际商务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在泰国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