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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招生专业

学前教育

文 秘

市场营销

应用英语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会 计

新闻采编与制作

计算机应用技术

国际经济与贸易

学制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计划

424

96

96

24

30

90

150

65

80

选考科目

不限

历史|思想政治|技术

技术|历史|化学

历史|技术|生物

技术|地理|历史

不限

历史|技术|化学

技术|化学|历史

历史|技术|化学

学费标准

6000元

6000元

6000元

6000元

9000元

6000元

6000元

6600元

6000元

备注

师范类

艺术类 （美术省统考）

文教路校区

序号

1

2

3

4

5

6

招生专业

学前教育

应用英语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会 计

计算机应用技术

新闻采编与制作

学制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计划

200

65

65

90

15

10

招考类别

其它类 （学前教育）

外贸类

艺术类 （工艺美术）

财会类

计算机类

文秘类

学费标准

6000元

6000元

9000元

6000元

6600元

6000元

备注

师范类

文教路校区

宁波教育学院地处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
浙江省宁波市，是一所具有近 60
年办学历史，以培养全日制高职学
生、培训宁波市中小学 （幼儿园）
在职教师、教育行政干部为主要任
务的公办高等师范院校。学校始终
以服务基础教育事业发展为己任，
在探索中发展，在追求中创新。

学校有特色鲜明的专业。现有
学前教育、文秘、应用英语、市场
营销、会计、计算机技术与应用、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国际经济与
贸易、新闻采编与制作 9 个专业，
其中，学前教育专业是宁波市重点
建设专业。

学校有一流的校园环境和丰富
的校园生活。现有杭州湾、文教
路、环城、育才四个校区。

目前，学校正处于改制转型的
关键时期，全体宁教人围绕学校改
制发展的总体目标，努力把学校建
设成一所以培养幼儿教师为主、职
前职后贯通、培养培训一体的应用
型师范性普通高等院校。

1.宁波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
宁波市育才路106号
联系电话：0574-87212325 87200222

87203028 87200217
传真电话：0574-87212325

2.宁波教育学院文理学院（学校文教路校区）：
宁波市文教路1号
联系电话：0574-87211651 87200026

87210063 87201017
传真电话：0574-87200026

2018年宁波教育学院普通高职分专业招生计划表（统一高考）

2018年宁波教育学院普通高职分专业招生计划表（单独考试）

宁波教育学院
微信公众号

宁波教育学院
招生网

学校浙江省代码：0124
学校国家代码：50559

学校简介

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2001 年 6 月，经教育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
由宁波市政府投资建设，浙江大学负责办学管理，

“名城名校”合作创建的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正式
成立。

学校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 经过 17年的快速
发展，形成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研究生教育、成人教
育和继续教育相辅的人才培养体系。现设 9 个学院，
教育部备案专业42个，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1.1万余
人，面向全国 13 个省 （区） 招生。浙江大学宁波理
工学院综合办学实力连续五年位居同类院校第一名

（武书连版）。
2017年 1月 3日，浙江大学和宁波市人民政府正

式商定，共同筹建浙江大学宁波“五位一体”校区，
推动学校转型提升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2018 年，省委常委会支持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转设为省管市属的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学校开始全
面实行公费招生。公费招生后，招生计划由原来的
3100 名左右优化调整至 2500 名左右，学费降至原来
的三分之一，集中在5300-6000元/学年。

为适应新形势，做好公费招生工作，学校研究出
台以下招生政策：

（一）浙大“立交桥”——成为浙大学生
根据浙江大学立交桥政策规定，学校每年从一年

级新生中推荐品学兼优的学生，从二年级开始转入浙
江大学学习；录取名额不超过学校当年普通本科招生
总数的1%。

（二）新工科求是班——浙大标准培养
1.选拔对象：符合当年对应专业选考科目范围的

浙江省一段线及以上的考生、省外本科一批线及以上
的理科生。

2.专业设置：设置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
电子工程、生物工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总人数180人左右。

3.培养方式：按照浙江大学标准高规格培养，由
浙江大学教师承担核心课程授课任务，高年级阶段前
往浙江大学本部对应专业进行为期一至两年的全程访
问学习；符合条件的毕业生，除颁发浙江大学宁波理
工学院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外，达到浙江大学要求
的，颁发浙江大学相关学习证明、浙江大学宁波校区
新工科求是班学习证书。求是班毕业生报考浙江大学
宁波校区研究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三）新生奖学金——奖励优秀学生
对浙江省一段线 （省外为本科一批线） 及以上的

录取考生，高考投档成绩在前 10%的给予人民币 1万
元奖励，其他浙江省一段线 （省外为本科一批线） 及
以上的录取考生给予人民币5000元奖励。

（四）国际交流——培养国际人才
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索尔斯伯里大

学、英国女王大学、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等50余所高
校和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设立国际交流专项经
费，每年选拔资助部分优秀学生参加国 （境） 外交流
学习活动。

（五）转专业——尊重个性发展
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和

学习兴趣，学生在大学一年级有2次申请转专业的机
会 （艺术类、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除外）。

学校的办学优势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纳入浙江大学办学体系
学校由浙江大学负责办学管理和人才培养，纳入

浙江大学办学体系。学校将依托浙江大学，全方位共
享本部资源，实现转型升级，致力于打造一流本科教
育。2013 年起，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网
络与新媒体、生物工程等专业先后纳入浙江省本科一
批招生。在此基础上,学校从 2018年起全面实行公费
招生 （中外合作办学按有关规定执行）。

（二）卓越师资力量领衔
学校聘任肖文、金彭年、王小潞、邵培仁、陈光

明、黄进、庞超逸、凌道盛、方征平等知名专家学者
担任9个学院院长，聘请苏德矿、何勇、孙守迁、刘
海涛、苏宏业、华晨、杨灿军等 27 名浙江大学教授
担任学科领航教授和教学卓越教授；专任教师队伍
中，有 45.8%的教师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57.8%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42.5%的教师具有海外留
学工作经历。学校依托浙江大学等高校开展研究生培
养工作，拥有经浙江大学认定的研究生导师 120 余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30 余人，已培养博士研究生 91
人，硕士研究生708人。2017年，学校被列为浙江省
新增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

（三）高端学科专业平台
学校现有省级重点学科 6 个、省重点(特色)专业

12 个，市级重点学科 10 个、品牌专业和特色 （重
点） 专业10个、特色学院1个；拥有国家科技部混凝
土结构耐久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家海洋局新型海
洋养殖装备研发与服务中心、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

基地波兰研究中心、省市级重点实验室等市级以上科研
创新平台 27 个；并建立了浙江大学宁波博士后工作站
科研基地等。近三年，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级项目 44 项，
外源科研到款经费达2.4亿元。

（四）特色实践教学体系
学校依托课程、专业、产业三个层面实践平台搭建

了“三位一体”的特色实践教学体系。每年投入百余万
元扶持学科竞赛和科研立项，受益学生超过一半，近 3
年共获各类学科竞赛奖项近千项，其中国际奖 26 项，
全国 （亚洲） 奖200多项；每个专业均建立实习实践教
学基地，丰富了实践能力培养平台。

（五）国际交流合作多元
学校已建立多层次多模式的国际交流平台，包括

“3+1”、“2+2”交换项目、暑期短期交流项目以及双学位
项目，旨在拓展学生国际视野，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学
校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索尔斯伯里大学、英
国女王大学、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新西兰梅西大学、波
兰华沙大学、法国第戎勃艮第商学院，中国台湾地区铭传
大学、中原大学、辅仁大学等 50 余所高校和教育机构建
立合作关系，涵盖全校各专业、贯通本科到硕士研究生
教育通道的国 （境） 外交流学习平台，近3年来，年均
有近250名学生赴国 （境） 外高校交流学习。

学校与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联合举办金融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2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统一纳入普通
招生 （详见项目简介）。

（六）就业升学前景广阔
建立贯穿四年的职业生涯规划体系，毕业生一次性

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优秀毕业生考取牛津大学、哥
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早稻田大学、清华大
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国内外一流和知名大学研究
生，2018届一本专业毕业生出国升学率近40%；部分毕
业生进入中国海关、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电信、中国石
化、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百度中国、阿里巴巴等知
名企事业单位。据第三方机构调查显示，学校毕业生对
母校的总体满意度95%左右。

公费招生后，学校录取分数线预计会有一定提升，
历年各专业的录取投档线对考生而言参考价值已经不
大。根据学校发展定位预计，一段上线 10 分以内的考
生，今年报考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是最好的一次机
会，专业有选择余地，建议放在前 10 个志愿填报；一
段上线10-20分的考生，专业选择有保障，可在志愿的
前半区内大胆填报；一段线 20 分以上的考生则专业可
以任选！

“来宁理，有潜力”。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欢迎广
大考生报考！

温馨提示：6月24日上午8点30分，浙江大学宁波
理工学院举办校园开放日暨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届
时九个学院的专家教授现场为您提供专业咨询和答疑，
欢迎考生、家长们参加！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2018年全面实行公费招生
——解密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招生政策与办学优势

面对高考填报志愿的新变化，
考生该如何科学合理地填报专业志
愿？如何规避风险、识别误区？结
合 2017 年新高考第一年志愿填报
的特点以及以往高考填报志愿的经
验，省内外多所高校的招办相关负
责人讲述了填报攻略，供考生、家
长参考。

学校与专业孰轻孰重？
寻找最佳平衡点

选学校还是选专业，这是一个
始终存在的两难选择。好的专业不
可能脱离学校而存在，考生需要在
选学校和选专业之间找到一个最佳
平衡点。

“本科选好大学，研究生选好
导师。”在浙江工业大学学生处处
长、招生办主任许伟通看来，这一
说法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好的大学
可以为学生提供好的学习和发展平
台。“在选择学校时，需要把握院
校的层次、实力以及历史、文化和
特色，是否是‘一流大学建设高
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省部共
建以及省重点建设高校，师资力量
和学科实力、人才培养和科研水
平、在各类大学排行榜中的排名情
况、办学实力强不强等，都是参考
依据。”

许多考生填报志愿时往往陷入
“选学校还是选专业”的矛盾之
中。那么，学校与专业，到底应以
哪方为重？关于专业选择，不少招
办老师说，专业没有好坏之分，只
有合适与否。

“考生针对不同批次院校，应
该有不同的选择。”浙江财经大学

学生处副处长徐奇伟说，比如，A
考生的高考成绩有可能上心目中的

“心仪”大学，建议应该先选学
校；B考生的高考成绩估计只能上
一般本科院校或高职高专院校，则
应该考虑先选专业。

宁波大学招生办副主任姜煜洌
说，专业的选择要放眼长远、理性
考量。在考虑将来的职业方向时，
需要特别关注国家、区域和社会
的发展战略。目前，我国经济已
经步入发展新常态，一大批优秀
的基础学科和新兴产业的创新人
才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力军。因此，考生可以结合
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从长远定
位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从而选
择适合自己、具有可持续发展意
义的专业。

就近选择还是往外走走？
放长眼光大胆闯

大学与它所在的城市总是血脉
相连的，在很大程度上，你选择一
个城市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一
种文化氛围，甚至可以决定就业和
未来的发展空间。

很多浙江考生习惯于在家门口
就近读大学。有数据显示，2017
年，76%的浙江考生选择留在江浙
沪地区，其中浙江省内高校录取了
69%的本省学生。

许多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注重看
区域位置，北京、上海、广州、南
京、杭州等地是首选地。但从高校
布局看，高水平大学主要集中在北
京、江苏、上海等地，这些地区经
济较发达，高校数量比较多。但填

报考生多了，自然竞争激烈。
对于选省内院校还是省外院

校，浙江工商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
处处长王忠华说，考生应根据分数
和位次，综合考量省内与省外选择
的问题。综合来看，由于省内院校
招生计划更多、分数预估更准、录
取机会更大、求学成本更低、职业
发展更优，因此，大多数考生和家
长会倾向于内外兼顾、省内优先，
会更多地配置省内院校志愿。

80个组合如何优化排序？
综合分析“冲稳保”

志愿填报难在定位和排序。
80 个组合如何筛选不同梯次的目
标院校，如何筛选不同梯次的目
标专业，是志愿填报过程中的重
点。

怎样才能相对科学地填好志
愿？浙江师范大学学工部副部长、
学生处副处长姜洪友说，考生可以
根据高考成绩、位次和选考科目一
分一段表，以及各校往年投档成
绩、名次等资料，选择不同梯次的
学校。从选定的院校中，根据录取
人数、录取平均分、最低分和相应
名次等往年专业录取情况，将其中
不喜欢的专业或估计录取可能性不
大的专业删除，筛选出拟报考的不
同梯次的专业。考生需要注意的
是，在参考往年数据时不能机械地
照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综合
分析和灵活运用。

在对专业志愿进行优化排序
时，传统的“冲一冲、稳一稳、保
一保”的志愿填报策略仍然适用。
浙江理工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副
处长、招办主任高建明对“冲稳
保”组合的建议是：一段和二段前
面的可采取 30比 30比 20的选择比
例，二段后面和三段的可采取 20
比20比40的选择比例。

高建明说，一般“冲”的是学
校，考生对专业可不必过于纠结，
只要不反感的就行，专业不理想，
进校还可校内转专业，或是考研时
再转换专业。高考是人生的重要选
择，新高考的变化也带来了机遇，
信息数据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
按专业志愿填报，不再有专业调
剂，可以放心填报心仪专业。

据《浙江在线》

志愿填报有技巧 听听专家来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