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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省 教 育 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调整云南省 2022年
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时间的通知

各州、市教育体育局，各有关高等学校：

原暂定于 2022 年 4 月 16－17 日进行的云南省 2022 年普通

高校专升本考试，因与 2022 年上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

间冲突，考虑到 4 月 23－24 日进行 2022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经研究，决定将云南省 2022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时间调整为

4 月 9－10 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及时开展宣传引导

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考试时间调整的宣传引导和

解释说明工作。要于 3 月 15 日前采取有效方式，通过多种途径

及时将考试时间、疫情防控告知书（附件 1、2）等信息通知到

每一名考生。对于因疫情调整考点和防疫要求的，要及时向社会

发布。要积极回应关切，做好沟通服务工作。

二、合理安排考生提前返校备考

各校要按照教育部春季学期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和云南省

2022 年春季学期校园疫情防控二十条工作要求，坚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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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同防，切实加强考生返校、备考管理。要合理安排考生提前

返校备考，考生应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预留充足时间，提前返校备

考。做好考生在校期间生活保障，让考生安心复习备考。

三、严密组织实施考试

各地要按照属地原则管理、指导考点开展考务工作和疫情防

控工作（具体疫情防控工作指要见附件 3）。各校要科学制定考

试工作方案，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责，主要负责同志

要亲自把关、亲自协调、亲自督查，慎而又慎、细而又细、实而

又实地做好各项工作。要严密做好考试考务组织实施，配齐配足

金属探测仪等设备，加强考点考场管理，加大人员入场检测力度，

严格考生身份核验，严把考试入场关。要严肃考风考纪，严查违

规违纪行为。要采用多种形式教育引导考生诚信考试，自觉抵制

涉考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对考务人员的岗前培训和警示教育，

增强安全保密意识和遵纪守法意识。

四、加强疫情防控指导

各地各校要在认真梳理总结 2021 年专升本考试组考防疫工

作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对组考防疫工作进行再研究、再

部署，进一步完善防疫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细化各环节卫生防

疫流程。要健全考前、考中、考后各阶段疫情防控会商、监测、

预警、处置等工作机制，坚决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强化疫情

防控部署、指导和督促检查。

要协调卫生健康部门和疾控机构落实考点防疫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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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专人指导考试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各考区要指定 1

所定点医院承担医疗卫生保障任务，做好医疗保健、急救预防准

备。各考点要安排 1 名专业人员担任防疫副主考，专职负责指导

考试期间疫情防控常规工作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要建立医

疗机构与考点的“点对点”协作保障机制，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健

康状况评估制度。要加强对试卷运送车辆、试卷保管场所、考点

和考试场所等各类涉考场所的卫生防疫措施。

五、其他事项

（一）云南省 2022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内容为专科所学

内容，不指定考试教材、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开

展考试辅导培训。提醒考生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二）考生须于 4 月 4~8 日登录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

“云南省招考频道”（www.ynzs.cn），点击“云南省专升本考生管

理系统”，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不得对准考证进行任何编辑。

附件：1.云南省 2022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科目及时间

2.云南省 2022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考生疫情防控

告知书

3.云南省 2022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疫情防控工作

指要

2022 年 3 月 9 日

https://www.ynzs.cn/upload/files/2020/5/54ae0a3df6e07d3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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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云南省 2022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科目及时间

4月 9日（星期六） 4月10日（星期日）

9:00—11:00 15:00—17:00 9:00—11:00
101 大学语文
102 文学概论
103 高等数学
104 高等代数
105 公共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

202 基础泰语
203 基础缅甸语
204 基础越南语
205 基础老挝语
201 英语综合阅读能力
206 现代汉语
207 旅游学概论
208 基础会计
209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210 地理学概论
211 历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212 学前儿童心理与教育
213 针灸推拿学综合
214 烹饪实践
215 教师教育综合技能
216 中医综合
217 广播电视编导类专业考试
218 数据结构
219 电路
220 植物学
221 动物学
222 医学综合
223 数学分析
224 专业化学（无机及有机化学）
225 物理
226 机械设计基础
227 结构力学
228 地质学概论
229 测绘类专业考试
230 护理类专业考试
231 水利类专业考试

301 综合英语
302 公共英语

备注：基础泰语、基础缅甸语、基础越南语及基础老挝语四个科目含听力
考试。英语综合阅读能力无听力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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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云南省 2022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考生疫情防控告知书

各位考生：

你好！云南省 2022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将于 2022 年 4

月 9－10 日进行，为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现将考试防疫有关要求告知如下：

一、考生应及时了解疫情防控要求，根据本地、学校所在地

疫情防控形势和要求，合理安排时间返校备考（特别是在外地实

习考生）。来自疫情中、高风险地区考生要提前向学校报告，并

为执行现居地和考点所在地防疫规定预留出充分时间，各地如有

特殊要求的须按照当地防疫要求应考。因时间安排不当，导致无

法按时参加考试的，责任由考生本人负责。

二、考生应注意个人防护，考前 14 天内避免到中高风险地

区和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避免与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回来人员

和境外回来人员接触。

三、考生须在考前 14 天起申领“云南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

程卡”，同时下载打印《云南省 2022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考生

诚信考试及健康安全承诺书》，注意做好自我健康监测管理，做

好每日体温测量、记录和健康状况监测，如实完整填写承诺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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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息和健康数据并签字确认，对所填内容真实性负法律责

任。持续关注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状态，有异常情况的要

及时报告学校。

四、考生须在考前 3 天内申领“云南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

程卡”，并提前打印“云南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彩色纸

质版）供入场查验。

五、考生须于首场考试考前 48 小时内进行至少 1 次核酸检

测，并准备好相应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原件。近 1 个月内有

境外旅居史的考生，还须提供 14 天有效的集中医学隔离观察证

明和 7 天有效隔离观察证明。“云南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为绿码，且首场考试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为阴性、现场测

量体温低于 37.3℃且无咳嗽等呼吸道异常症状者方可进入考点。

“云南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显示异常或体温≥37.3℃的考

生，须配合驻点医疗专业防疫人员做好健康风险研判。经研判，

具备继续考试条件的安排在隔离考场参加考试；不具备考试条件

的考生，不得入场考试，根据疾控机构意见处置。

六、考试当天，考生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考生进入考点内，除核验身份时按要求摘戴口罩外，应当全程佩

戴口罩参加考试。

七、考生应至少提前 1 小时到达考点。考生应注意与他人保

持 1 米以上距离，出示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原件、3 天

内本人彩色纸质版“云南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等材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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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体温检测。在身份核验环节，考生须出示填写完整的《云南

省 2022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考生诚信考试及健康安全承诺

书》、纸质版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证件不齐备者不得进

入考场。《云南省 2022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考生诚信考试及健

康安全承诺书》应在首场考试入场时交监考员。

八、考生在考试过程中若出现发热、干咳、乏力、气促、嗅

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肌痛等异常状况，应立即向监考

员报告，按照防疫相关程序处置。考试结束后，考生须听从考点

安排分批、错峰离场。送考人员应服从考点工作人员管理，不得

进入考点或在考点周围聚集。

九、对不配合考试防疫工作、不如实报告健康状况，隐瞒或

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信息，提供虚假防疫

证明材料和信息的考生将依法追究责任。

十、考生及家长应高度重视备考、考试期间的交通、住宿、

饮食安全，注意自我防护。

十一、考试疫情防控措施将根据当地疫情形势变化适时调

整，请考生密切关注当地疫情防控要求、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官网

及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有关信息。

祝各位考生身体健康、考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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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云南省 2022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疫情防控工作指要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疫情防控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各

州市教育体育局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履行专升本考试组考的主

体责任，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组考防疫工作，指导区域

内各普通高校切实做好考务组织、学生管理、疫情防控等各项工

作。各校要做好报考专升本考试毕业生的管理工作，切实履行疫

情防控、学生管理的主体责任，密切配合所属州市教育体育局，

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考试组织工作，确保专升本各项工

作安全、平稳、顺利。

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各州市教育体育局要加强与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对接，

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坚决守住考试工作疫情防线。各高校要抓

紧抓实抓细常态化校园疫情防控各项措施，不断完善和细化突发

疫情应急预案，协同当地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校医院，做

好本校报考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考生的管理工作。

三、做好人员防疫管理

（一）做好考生管理。一是各校要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精

准掌握本校考生的健康状况和行程轨迹。考前 14 天开始，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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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考生和共同生活居住人员的健康状况和行程轨迹。二是严格

校门管控，考生非必要不外出，避免去非低风险地区和人员密集

的公共场所，避免与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回来人员和境外回来人

员接触。三是若本校不设专升本考点的，考试时由学校统一组织

本校考生集体前往考点参加考试。

（二）严格考点管理。要明确考生进入考点防疫检验要求，

严格把关，做好体温监测及“云南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和

核酸检测报告的核验。所有涉考工作人员工作过程中须全程佩戴

口罩。考试当天，考生进入考点内，除核验身份时按要求摘戴口

罩外，应当全程佩戴口罩参加考试。

所有涉考工作人员和考生须于首场考试前 48 小时内进行至

少 1 次核酸检测，并准备好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原件。考生“云南

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均为绿码，首场考试前 48 小时内核

酸检测报告为阴性，现场测量体温低于 37.3℃且无咳嗽等呼吸道

异常症状者方可进入考点。

“云南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显示异常或体温

≥37.3℃的考生，须配合驻点医疗专业防疫人员做好健康风险研

判。经研判，具备继续考试条件的要安排在隔离考场参加考试；

不具备考试条件的，不得入场考试，根据疾控机构意见处置。下

列情况应按当前疫情防控要求执行：

1.“云南健康码”为黄码，自觉进行 7 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

开展 3 次（每次至少间隔 24 小时）核酸检测，并提供相应的核

酸阴性证明（最近一次检测应在首场考试前 48 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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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南健康码”为红码，一律实行集中隔离观察 14 天，并

按国家集中隔离观察规范，在开始集中隔离的 1、4、7、10、14

天检测核酸，并提供相应的检测阴性证明（最近一次检测应在首

场考试前 48 小时内）；

3.一个月内有境外旅居史的考生应提供 14 天有效的集中医

学隔离观察证明和 7 天有效隔离观察证明、隔离期间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最近一次检测应在首场考试前 48 小时内）。

（三）进入考点核验材料。考生凭准考证、有效身份证、如

实填写并签字承诺的《云南省 2022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考生

诚信考试及健康安全承诺书》（附件）、3 天内有效的“云南健

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绿码（彩色打印纸质版）、首场考试

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原件进入考点，在进入考场时将

《云南省 2022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考生诚信考试及健康安全

承诺书》交监考员。近 1 个月内有境外旅居史的考生，还须提供

14 天有效的集中医学隔离观察证明和 7 天有效隔离观察证明。

以上证件和材料不齐均不得进入考场。

（四）加强考试工作人员防疫管理

各地要进一步加强涉考人员的防疫管理，对于所有涉考工作

人员，要按照依法依规、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实现涉考工

作人员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应接尽接，优先安排接种过加强针（第

三针）人员参加考试有关工作。

四、启动联合办公机制

各地要进一步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建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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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培训和演练。对于近期出

现疫情的地区，要加强疫情分析研判，根据当地疫情防控形势，

及时调整应急预案，细化防疫措施。为防止考务人员因封闭管理

无法到岗，应增设一定数量的备用考务人员，要提前做好消息告

知准备工作。

考试期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要联合卫生健

康部门、疾控机构、医疗机构等建立集中联合办公机制，强化应

急值守，协同保障考试平稳进行，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出现异常

情况，应迅速核实，第一时间报告，快速采取措施，就地处置。

五、其他事项

（一）各地要按照文件要求，认真组织好组考防疫工作。一

旦发生疫情，应立即向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按照当地疫情

防控要求进行处置。

（二）各地要围绕考前各项准备工作认真开展自检自查，特

别是要对组考防疫工作开展检查。重点检查方案预案是否完善、

专题培训是否开展、物资配备是否到位、应急演练是否落实。

（三）各地应统筹做好其他传染病的防控工作，确保考试安

全、顺利进行。

附件：云南省 2022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考生诚信考试及

健康安全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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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省 2022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考生诚信考试及

健康安全承诺书

姓名： 准考证号： 身份证号： 考点：

监测日期 体温（℃）

本人及同住亲属健康情况
（是否有发热、干咳、乏
力、气促、嗅味觉减退、
鼻塞、流涕、咽痛、肌痛

等症状）

本人及同住亲属是否接触境
外返滇人员或中高风险地区
返滇人员、是否有确诊或疑

似病例密切接触史

是否离滇

3 月 26 日 健康□ 不适□ 否□ 是□ 是□ 否□

3 月 27 日 健康□ 不适□ 否□ 是□ 是□ 否□

3 月 28 日 健康□ 不适□ 否□ 是□ 是□ 否□

3 月 29 日 健康□ 不适□ 否□ 是□ 是□ 否□

3 月 30 日 健康□ 不适□ 否□ 是□ 是□ 否□

3 月 31 日 健康□ 不适□ 否□ 是□ 是□ 否□

4 月 1日 健康□ 不适□ 否□ 是□ 是□ 否□

4 月 2日 健康□ 不适□ 否□ 是□ 是□ 否□

4 月 3日 健康□ 不适□ 否□ 是□ 是□ 否□

4 月 4日 健康□ 不适□ 否□ 是□ 是□ 否□

4 月 5日 健康□ 不适□ 否□ 是□ 是□ 否□

4 月 6日 健康□ 不适□ 否□ 是□ 是□ 否□

4 月 7日 健康□ 不适□ 否□ 是□ 是□ 否□

4 月 8日 健康□ 不适□ 否□ 是□ 是□ 否□

本人及同住

亲属身体异

常情况

重要提示

云南省 2022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内容为专科所学内容，不指定考试教材、辅导用书，

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开展考试辅导培训。社会上举办的辅导班、辅导网站或发行的

出版物等，均与本次考试的主管部门无关。敬请广大考生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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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诺：

一、保证报名时所提交的报考信息和证件真实、准确。如有虚假信息和作

假行为，本人承担一切后果。

二、我已认真阅读并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

处理办法》（教育部 33 号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有关

条款，保证在考试中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我省有关本次考试的规定，诚

信考试，服从管理。如有违反，愿接受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作出的处

理决定。

三、我承诺不携带手机、智能手环等具有接收、发射信号功能的设备或违

禁物品进入考场。

四、我已知晓云南省 2022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疫情防控要求，并保证

严格遵照执行。我将做好个人防护，如实填报监测记录表，自觉遵守考点防疫

要求，如有发热、干咳、乏力、气促、嗅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肌痛

等异常状况，将及时向考区报告，并立即就医。如因隐瞒或谎报旅居史、接触

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信息，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考生签名：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