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高水平建
设专业群
国家级重点专
业、示范专业、
骨干专业、改革
试点专业、学徒
制试点专业、财
政支持专业

浙江省级重点
专业、特色专
业、优势专业、
示范专业

宁波市级重点
专业、品牌专
业、优势专业、
特色专业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群、模具设计
与制造专业群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计算机应用技
术、模具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技
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商务英语、应
用化工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国际经
济与贸易、现代物流管理、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电气自动化技
术、模具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
技术、商务日语、商务英语、旅游管
理、应用化工技术、环境监测技术、
建筑工程技术、建设工程管理、国
际经济与贸易、现代物流管理、大
数据与会计、艺术设计、钢琴调律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计算机应用
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电气自动
化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机电一
体化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工
业机器人技术、商务日语、应用化
工技术、现代物流管理、大数据与
会计、数字媒体技术、艺术设计

学校设置有完善的奖、助学金体系，用于奖
励、帮助品学兼优的学子和家庭贫困学子，不让
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学校奖学金
覆盖面广、获奖人数多；学校“思源基金”获中
华慈善总会第二届中华慈善突出贡献 （项目）
奖，“思源文化教育实践项目”获教育部第九届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截至目前，
基金捐款额共计 1500 多万元，为 2000 余名困难
学生提供资助，金额有 600 余万元；先后有 400
多名受助学生反哺思源基金 200 余万元。

亮点五：
完善的奖助学金体系

提前查分、收费补录、虚假
补助金⋯⋯高考结束后，考生家
长需要警惕这些骗局。跟小编一
起来看这堂高考防骗课——

“提前查分”骗局
高考结束后学生和家长最想

知道的是什么？那必然是分数，
于是诈骗分子会利用考生和家长
的急迫心理，通过家长群、考试
群、手机短信等渠道发送“提前
查询分数”的虚假广告链接然后
实施诈骗。链接中会要求填报身
份证、准考证等相关信息，并交
纳一定的查询费用，受害者一旦
上当不但会有财产损失，还会泄
露个人信息。

警方提醒
考生及家长查分时应认准教育

部门指定的查询方式及查分网址，
不要轻易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

“补录名额、内部指
标”骗局

“补录”骗局常常出现在高考
志愿录取结束后，骗子对考生家
长谎称某高校名额没能招满，通
过花钱“打点”可让考生获得补
录 名 额 ， 以 此 骗 取 考 生 家 长 钱
财，也有犯罪嫌疑人在考前就用
各 种 借 口 ， 让 家 长 交 钱 保 留 名
额。还有一些骗局中，骗子会谎
称有特殊关系，可以购买“内部
指标”“计划外指标”。

警方提醒
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

何附加费用，凡是需要收取保证
金、录取费、指标费的“招生指
标”，百分之百是诈骗！

“补助金”骗局
不法分子通过非法途径获取

考生身份信息后，假冒教育部门
工作人员等身份，谎称考生符合

“奖学金”或“高考补助金”资
格，骗取押金或手续费。

警方提醒
当接到自称教育、财政、高

校等部门、单位工作人员的电
话、信息，并声称要发放“国家

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帮
扶助学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
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
系求证。

“填报志愿指导”骗局
不法分子假冒权威专家，自

称掌握“内部大数据”，利用中介
或网站、APP 等对考生进行“志
愿填报指导”骗取钱财。

警方提醒
填报志愿可在网上寻找参考

资料，但对于收费的指导一定要
提高警惕，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
己手里，勿让骗子趁虚而入。

“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局
骗子冒充高校招生办人员，

向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
让考生将学杂费汇入指定的银行
账号，以骗取钱财。

警方提醒
此类骗局中，骗子的准备工

作都会显得非常专业，不仅会使
用与原学校相似的校徽、logo，
还配备了所有的课程资料，填写
的大学地址也和正版一模一样。
为此，考生和家长在登录学校和
教育部门网站时，一定要有鉴别
真伪的意识。要通过官网认证的
链接或学校、教育部门官方发布
的网址进入，转账汇款时要通过
多种途径核实账号真伪。

“疑似作弊”骗局
近日，有考生收到短信，称

监控系统显示其在高考中存在疑
似作弊行为，并描述了具体细节
等信息，让考生拨打所谓的招生
办热线进行确认。

警方提醒
请各位高考生及家长注意，凡

是收到所谓招生办的电话或是短
信，称考生存在作弊行为的，请第
一时间和就读学校联系，确认信息
的真实性。切勿盲目相信，尤其是
要求缴纳费用来删除作弊视频、缴
纳保证金或是将钱转到所谓安全
账户的，这些均为诈骗！

（据浙江考试）

高考完，
这些骗局考生家长需要警惕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融港链天下 荟智育匠才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是 1999
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公办全日
制普通高校，下设 9 个二级学
院。现有全日制本科、专科在校
生12000多人。学校师资力量雄
厚，现有教职工近800人，其中
博士 100 多人，拥有高级职称
200多人，还拥有国家级教学名
师和国家级教学团队。

学校以“融港链天下，荟智
育匠才”为发展愿景，持续推进
政府、学校、企业三方联动的合
作办学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新形成
“地市共建、区校合作、院园融
合”的地方高职院校办学体制和
产学合作机制。学校快速的发展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办学成果，
位居全国高职院校第一方阵。

学校成立以来，硕果累累，先后获得了以下荣誉：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
浙江省四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试点学校、国家
首批示范性高职院校、全国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
浙江省重点建设高职院校、浙江省国际化特色高校、
全国职业院校教学管理 50 强、全国职业院校学生管
理50强、高等职业院校服务贡献50强、高等职业院校
教学资源50强、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

亮点一：
办学成果显著

学校设置了与浙江省和宁波市主导优势产业
高度匹配的智能装备制造类、应用化工类、电子
信息类、港口物流类、电商类等八大专业群、38
个专业，与本科院校联合开设 5 个本科专业。

亮点二：
学校优势专业多

学校先后与中石化、中海油、上海大众、轨道交
通集团、海天集团、吉利汽车、网易考拉、三星重工等
近 500家用人单位建立了毕业生实习、就业的紧密
合作关系，毕业生与岗位的供需比一直保持在1：15
以上，历年来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超过98%，用人单位
平均满意度94%，呈现出“高就业率、高就业质量、高
就业满意度”的可喜局面。学校办学至今累计有5万
多名毕业生，其中90%以上留在省内，60%以上留在
宁波，仅海天集团就吸收了近2000名毕业生。

学校专升本升学率位居全省前列。2021 年上
线人数 960 人，公办本科录取人数 546 人，其中一
本录取人数 150 人；2022 年上线人数 1382 人，公办
本科录取人数 744 人，其中一本录取人数达 226
人，创历史新高。更有一批优秀的毕业生完成本科
学习之后，考上了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

亮点三：
就业形势好、升学率高

2022 年学校普通高考招生计划数 3366 人。浙
江省普高招生计划数 1303 人，单独考试招生计划
数 1468 人，省外招生计划数 595 人。主要变化是余
姚校区专业及计划招生数较往年有大幅度增加，
鼓励广大考生积极填报，录取希望增大。

亮点四：
余姚校区专业及招生计划数增加

咨询电话：0574-86894901/02/03/04
学校招生网：https://zhaosheng.nbpt.edu.cn/
招生咨询QQ群：普高生780909232；

浙江省中职生780910499招生办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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