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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改革的浙江实践 

分类考试 综合评价 多元录取 

新高考改革总体要求 

统一高考 三位一体 高职提前招生 单考单招 

四种招生考试模式 

2014年《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 



一、多元选拔——确定四类考试招生模式 

 

 

 

二、自主选择——扩大学生学校双向选择权   

三、多样科目——科目自主选、机会有两次   

四、综合评价——评价从单一向综合转变  

 统一高考招生——普通高考招生 

 三位一体招生——综合评价/浙江特色 

 高职提前招生——高职自主招生  

 单独考试招生——中职单考单招 

新高考改革的浙江实践 



1.统一高考招生 

   高考 
2.高职提前招生 

 
校测+（学考or职技） 

3.单独考试招生 
 

文考+职业技能 
 

4.三位一体招生 
 

学考+校测+高考 

普高 
本科 

新高考改革的浙江实践 



浙江考生多元升学路径 

专项
计划 

军事公安 
中外合作 

…… 

艺术类 
体育类 

三位 
一体 

统一 
高考 

国家 

专项 

高校
专项 

地方
专项 

港澳台 
留学 

高职 

提前 

高水平 
运动队 

高水平 
艺术团 

自主 
招生 

单独 
考试 

普高： 

中职： 

注
意
：
官
方
渠
道
获
取
招
生
信
息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 

https://gaokao.chsi.com.cn/ 

https://gaokao.chsi.com.cn/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特殊类型 

https://gaokao.chsi.com.cn/gkzt/tszs 

https://gaokao.chsi.com.cn/gkzt/tszs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特殊类型 

https://gaokao.chsi.com.cn/zzbm/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自主招生 

网站：http://gaokao.chsi.com.cn/gkzt/zzzs2019  

必须经该平台统一报名 

3月初：高校发布招生简章 

3月：考生提交申请材料（网上扫描、拍照提交时注意清晰度） 

4月：高校审核考生材料 

4月底前：高校公示初审通过考生名单 

6月7-8日：考生参加高考 

6月10-22日：高校组织考核 

高考出分前：高校确定并公示获得资格名单（考生确认后即与
院校锁定）  

高考出分后：考生填报志愿，高校录取（达到录取资格条件的
没法放弃） 

http://gaokao.chsi.com.cn/gkzt/zzzs2019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 

http://www.zjzs.net/ 

http://www.zjzs.net/moban/index/index.html


2019年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 

http://zt.zjzs.net/xk2019/area_0_10.html 

http://zt.zjzs.net/xk2019/area_0_10.html


高校本科招生官方平台 
浙江理工大学招生网：
http://zs.zstu.edu.cn 
 

招生微信： 

Zstu2013 
 

咨询电话： 

0571-86843333 

 

杭州下沙高教园区 

http://zs.zstu.edu.cn/
http://zs.zstu.edu.cn/


浙 江 “ 三 位 一 体 ”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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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选拔 

考试 

(高考) 

三位一体 

综合素质
评价 

(高校测试) 

学业水平 

考试 

(高中学考) 

浙江“三位一体”招生录取模式 

 一般无高考成绩段次限制，高校根据自身培养目标和学科

特点，自主探索采取针对性的测试方式，选拔适合的学生。 

 高校综合素质测试突出考核学科性向、专业素养和专业能

力、创新潜质，有助于高校选拔、挖掘有潜质的学生。  

 

50%   20%   30% 高校自定比例   

三
位
一
体
综
合
分 



浙江“三位一体”招生录取模式 

“三位一体”让考生增加了一次 

 进入理想大学的机会 

 多个兜底院校，且院校不锁定 

 （减轻压力） 

 提升录取层次，有机会冲名校 
 



全省“三位一体”招生录取概况 

年份 高校数 层次类型 院校举例 

2011 2 省属本科 浙江工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  

2017 
省外8 
+ 

省内43 

部属高水
平大学 

清华、北大、浙大、上海交大、复旦、中科大、中科院大、
港中大（深圳） 

省属大学 
浙工大、浙理大、浙师大、宁大、工商、杭电、温医大、
中医大、财经、杭师大、海洋、农林、计量、温大 

省属学院 
国美、科技、外国语、嘉兴、绍兴文理、湖师院、丽水、
台州、衢州、宁波工程、水利水电、浙音 

中外合作 
民办高校 
独立学院 

宁波诺丁汉大学、温州肯恩大学 
万里学院、绍兴越秀外国语、宁波大红鹰、树人大学 
浙大城院、浙大宁理、温医仁济、中医滨江、杭师钱江等 

公安院校 浙江警察学院（全部浙江计划） 

高职高专 金华职院 

2018 50+9 (全类型) 
省外新增：南方科大 

省内50所院校，新增7所院校。2019年省内院校49所 



      
年份 高校数 招生计划 录取数 

2011 2 260 260  

2012 17 1470 1419 

2013 22 2062 1885 

2014 37 3577 3187  

2015 52 5827 5158  

2016 54 7834 7692 

2017 43+8 6792+1560 7757 
2018 50+9 9093+1724 10817 

2019 49+ 8690+ 

“三位一体”全省计划概况 



注意：2017年省外名校三位一体招生人数是传统裸分高考录取计划人数的近9倍，
是自主招生的9倍多，通过传统裸分高考和自主招生进入名校将越来越难。 

 三位一体已经成为名校在浙江招生的重要途径！！！ 

高水平大学“三位一体”招生情况 

学校 
2017普
通计划 

2016普
通计划 

2015普
通计划 

2016自
主招生 

2017三
位一体 

2016三
位一体 

2015三
位一体 

2017三位
一体与普通
计划比例 

北京大学 25 25 58 79 65 50 0 260.00% 
清华大学 9 9 34 8 105 105 0 1166.67% 

中国科学院
大学 

2 2 5 0 38 37 30 1900.00% 

复旦大学 18 30 25 4 200 200 100 1111.11% 
上海交通大

学 
17 17 32 3 300 300 150 1764.71%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15 15 17 6 100 100 100 666.67% 

香港中文大
学 

（深圳） 
20 20 20 0 95 87 40 475.00% 

合计 106 118 191 100 903 879 420 851.89% 



注意：2018年省外名校三位一体招生人数超传统裸考录取计划人数的10倍，含
浙大在内计划是裸考的86.8%，通过传统裸考和自主招生进入名校将越来越难。 
“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已经成为名校在浙江招生的重要途径！！！ 

高水平大学“三位一体”招生情况 

序号 院校名称 三位一体计划 普高计划 比例 

1 清华大学 105 8 13.1  

2 北京大学 85 10+13 3.7  

3 浙江大学 700 1618+270 0.37  

4 上海交通大学 305 9+8 17.9  

5 复旦大学 210 10+3 16.2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0 15 6.7  

7 中国科学院大学 39 2 19.5  

8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130 20 6.5  

9 南方科技大学 50 0   

  合计 1024+700 98+1888 10.4（不含浙大） 



“三位一体”全省招生情况 

部分省内高
校 

浙大 
（含医） 

工大 理工 杭电 宁大 工商 浙师大 财经 计量 
诺丁
汉 

省内普通类 
计划数 

1908 2493 1190 1147 1523 1968 1870 1800 1740 517 

2017年三位
一体计划数 

650 300 345 360 400 180 200 300 120 80 

2018年三位
一体计划数 

700 420 460 450 400 180 276 400 200 120 

三位一体计
划占比（%） 

34.1 12.0 26.5 31.4 26.3 9.1 10.7 16.7 6.9 15.5 

大类专业数
/专业总数 

21/21 10/14 16/28 19/20 11/33 17/29 9/51 0/27 18/29 18/18 

普通类单个
专业(类)最
大计划数 

311 475 125 165 150 213 148 224 203 124 

最大专业名
称 

（信息） 化工 
经济/
机械 

计算
机 

经济 工商
管理 

生化科
教 

会计
学 

管理
学 

工商
管理 



“三位一体”报名流程 

报名流程： 

网站：各校本科招生网（须经各高校“三位一体”招生平台分别报名） 

1-2月：高校发布招生简章（高水平大学简章公布较迟，报名在4-5月） 

2-3月：考生提交申请材料（网上扫描、拍照提交时注意清晰度） 

3月初：高校审核考生材料，并公示初审通过获得测试资格考生名单 

3月底至4月中下旬：各校自行组织综合测试 

4月底前完成测试结果公示，并报省考试院核查备案 

6月7-8日：考生参加高考 

高考出分后：考生填报提前录取志愿，高校按考生填报志愿录取 

6月10-22日：高水平大学组织综合测试，并公示资格名单 

高考志愿填报前：高水平大学确定预录取（按考生5月份确认的顺序录取） 



3月24日：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3月30日-31日：浙江音乐学院、 

        浙江外国语学院 

  

3月31日：湖州师范学院、台州学院 

 

5所院校 

2019年“三位一体”综测时间（1） 



2019年“三位一体”综测时间（2） 

4月13日：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国计量大学、嘉兴学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4月13日-14日：浙江工业大学、宁波大学、杭州电子科
技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温州医科大学、浙江财经大学、
绍兴文理学院、杭州医学院、衢州学院、宁波工程学院、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宁波财经学院、浙江工业大学之江
学院、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4月14日：浙江师范大学、浙江海洋大学、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丽水学院、浙江树人学院（浙江树人
大学）、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28所院校 



4月20日：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4月20日-21日：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科技学院、温
州肯恩大学、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温州商学院
（原温州大学城市学院） 

  
4月21日：浙江农林大学、温州大学、浙江大学宁波
理工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同济
大学浙江学院、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金华职业
技术学院 

13所院校 

浙江警察学院4月28日-5月4日 

宁波诺丁汉大学6月9日-10日 

2019年“三位一体”综测时间（3） 



高中学考 + 高校测试 + 高考 = “三位一体”综合分 

“三位一体”招生录取模式 

学考 校测 高考 院校举例 

20% 30% 50% 
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浙大城院等19所 

15% 35% 50%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中国计量大学 
温州大学、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等13所 

10% 40% 50% 浙外、温州肯恩、台州学院等7所 

15% 30% 55% 
宁波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 

嘉兴学院、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4所 

10% 30% 60% 
清华、北大、浙大等高水平大学 

宁波诺丁汉、杭州师范大学等3所 



学考 A等 B等 C等 满分 

原多数高校 10分 5分 不计分 100分 

部分高校 10分 8分 5分 100分 

部分高校 15分 10分 5分 150分 

2018年 
浙江理工大学 

15分 12分 6分 150分 

高校学考等第赋分模式 



 笔试（百科知识、日常积累） 

 1、通过笔试筛选确定面试人选 

 2、笔试作为综合测试的一部分 

 面试（了解流程、放松自信） 

 1、单个面试——结构化或半结构化面试 

 2、群体面试——无领导小组讨论 

 3、情景模拟面试——分组进行 

考察：专业素养、专业能力、综合素质或创新潜质 

“三位一体”综合测试模式 

社会热点
随机问题 
公共话题 



“三位一体”综合测试模式 

单个面试： 

主考官 

工 
作 
席 



“三位一体”综合测试模式 

无领导小组讨论： 

主考官 

工 
作 
席 



“三位一体”综合测试模式 

无领导小组讨论： 

测评要素 

逻辑思维 抗压能力 主动性 

沟通表达 情绪管理能力 自信心 

组织协调 人际影响力 应变能力 

团队合作 说服能力 成就动机 

形象举止 学习创新力 个性特点 



“三位一体”综合测试模式 

无领导小组讨论： 

1. 仔细倾听别人的想法或意见并给予反馈 

2. 及时地对别人正确的想法或意见予以支持 

3. 适时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设法得到小组成员的支持 

4. 对别人的方案提出富有创造性的改进点 

5. 在混乱中试图向正确的方向引导讨论 

6. 在需要妥协的时候妥协，以便小组在deadline前达

成结论 

7. 具有时间观念 

8. 能够对整个讨论进行领导    



浙理“三位一体”招生录取情况 

2017年“三位一体”录取 

类别 计划数 报名数 入围数 
校测 
最高分 

校测 
最低分 

综合分 
最低 

高考成绩 
最高/最低分 

自然科学类 70 291 183 194 158 580.5  604/551 

工程技术类 155 736 440 198 153 586  612/547 

经管人文类 90 681 364 204 167 596  613/563 

美术类 30 451 121 396 326 524.8  566/418 

总计 345 2159 1108 396 153 524.8  613/547 

“三位一体”录取高考文化成绩最低分：工大557、杭电548、工商547 



浙理“三位一体”招生录取情况 

2018年“三位一体”录取 

类别 计划数 报名数 入围数 
校测 
最高分 

校测 
最低分 

综合分 
最低 

高考成绩 
最高/最低分 

自然科学类 85 1418 293 211 155 602.5  610/548 

工程技术类 235 3944 808 208 155 601.5  614/561 

经管人文类 100 4083 390 206 162 607  611/571 

美术类 40 853 161 540.4  

总计 460 10298 1652 396 153 524.8  614/548 

“三位一体”录取高考文化成绩最低分：工大562、财大546、工商565 



“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 

哪些学生适合参加省属高校“三位一体” 
 

1、希望选到更好专业的 

2、希望冲到更好学校的 

3、希望给高考保个底的 

4、成绩波动大、不稳定，减轻心理压力的 

5、知识面广、表达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 



“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 

看清报名条件。报名条件中所列学业水平测试
成绩以报名截止日期已取得的成绩为准。 
 

4月份的学考成绩公布是在“三位一体”报名
之后，故无法作为报名条件使用。 

 

三位一体录取时综合成绩计算是以浙江省教育
考试院提供的考生最终取得的学考成绩为准。故
考生4月份学考等级若有提升，录取时是算的。 

 

适当模拟演练。形式、场景模拟，热点问题思
考，备好自我介绍，提升面试能力。 
 



“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 

注意：初审一般不收费 

 初审通过后再缴费参加院校综合测试 

 

“三位一体”录取，入校后是否可以转专业？ 

 了解清楚院校相关转专业政策 

  ★ 有完全不受限的 

  ★ 有部分可转的 

  ★ 也有不能转的 

 



“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 

1、看清简章不草率：务必看清三位一体招生院校的招生简

章，达不到高校报名要求，初审不通过，将没有参加综合

测试的机会。 

2、一稿多投不费事：同类型院校的三位一体报名要求基本

大同小异，报名材料用心准备，稍作修改可适用于多所学

校，建议大家多报几所，慎重选择参加院校综合测试。 

3、冲刺保底两不误：冲刺报名即考生结合自身兴趣、爱好

，专业、学校地域，且自身条件符合学校基本报考条件的

情况下报考该校；保底报名即考生在自身条件优于某个学

校报名条件的情况下报考该校。 



“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 

如何指导学生选报适合高校的“三位一体” 
 
教练的五大信念 

匹
配
适
度 



“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 

生涯发展指导学生选择适合的高校 
 

兴趣和好奇， 

培养了发自内心的自信！ 

执着和努力， 

培养了永不言弃的坚持！ 

责任与使命， 

成就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专业(类)名称 
选 考 科

目数 
选考科目范围 

工科试验班(能源、化工与

高分子) 
2 物理 化学 

工科试验班(电气与自动化) 1 物理 

工科试验班(海洋) 1 物理 

工科试验班(航空航天与过

程装备) 
1 物理 

工科试验班(机械与材料) 1 物理 

工科试验班(建筑与土木) 1 物理 

工科试验班(信息) 1 物理 

工科试验班(竺可桢学院) 1 物理 

理科试验班类 1 物理 

理科试验班类(生命、环境

、化学与地学) 
2 物理 化学 

科技与创意设计试验班 1 物理 

海洋科学 3 物理 化学 生物 

药学类 3 物理 化学 生物 

专业(类)名称 
选考科目

数 
选考科目范围 

医学试验班（8年） 1 物理 

医学试验班类 3 物理 化学 生物 

医学试验班类(5+3) 2 物理 化学 

预防医学 3 物理 化学 生物 

应用生物科学(农学) 2 物理 化学 

应用生物科学(生工食

品) 
2 物理 化学 

人文科学试验班 0 不限 

人文科学试验班(传媒) 0 不限 

人文科学试验班(外国

语言文学) 
0 不限 

社会科学试验班 0 不限 

美术学类 0 不限 

设计学类 0 不限 

体育学类 0 不限 

浙江大学2019选考科目设置 



浙江大学2020选考科目设置 
专业(类)名称 选考科目要求 

理科试验班(生命、环境、化学与地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需选考方可报考) 

海洋科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需选考方可报考) 

工科试验班(中外合作办学ZJUUIUC联合学
院)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科技与创意设计试验班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理科试验班类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工科试验班(海洋)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工科试验班(航空航天与过程装备)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工科试验班(电气与自动化)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工科试验班(建筑与土木)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工科试验班(机械与材料)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工科试验班(信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人文科学试验班 历史,地理(2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社会科学试验班 不提科目要求 

新闻传播学类 不提科目要求 

外国语言文学类(日语俄语) 不提科目要求 

外国语言文学类 不提科目要求 

应用生物科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需选考方可报考) 

医学试验班(临床医学（8年本博连读）)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均需选考方可报考) 



专业(类)名称 
选考 

科目数 
选考科目范围 

工业设计 3 物理 化学 历史 

数理类 1 物理 

化学类(基地班) 3 物理 化学 生物 

机械类 1 物理 

理工实验班 3 物理 化学 历史 

电气类 1 物理 

电子信息类 1 物理 

计算机类 2 物理 技术 

土木类 3 物理 化学 技术  

服装设计与工程 3 物理 化学 历史 

纺织类 3 物理 化学 历史 

丝绸设计与工程 3 物理 化学 历史 

轻化工程 2 物理 化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2 物理 化学 

建筑类 1 物理 

专业(类)名称 
选考 

科目数 
选考科目范围 

电子商务类 2 物理 技术 

电子商务(少数民族班) 0 不限 

公共管理类 0 不限 

表演(人物形象设计) 0 不限 

表演(时装表演艺术) 0 不限 

服装与服饰设计类 0 不限 

经济与贸易类 0 不限 

法学类 0 不限 

外国语言文学类 0 不限 

应用心理学 0 不限 

工商管理类 0 不限 

美术学(商业插画) 0 不限 

设计学类(中外合作办

学) 
0 不限 

设计学类 0 不限 

浙江理工大学2019选考科目设置 



浙江理工大学2020选考科目设置(1) 

专业(类)名称 选考科目要求 

理工实验班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数学类(按数理类培养)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土木类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电气类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机械类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计算机类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电子信息类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工业设计(按工业设计类培养)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化学类(基地班)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生物工程类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建筑类 物理,历史,技术(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物理,化学,技术(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轻化工程 物理,化学,技术(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丝绸设计与工程 物理,化学,技术(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纺织类 物理,化学,技术(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服装设计与工程（中美合作项目）) 物理,化学,技术(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浙江理工大学2020选考科目设置(2) 

专业(类)名称 选考科目要求 

经济管理实验班 不提科目要求 

经济与贸易类 不提科目要求 

工商管理类 不提科目要求 

公共管理类 不提科目要求 

外国语言文学类 不提科目要求 

新闻传播学类 不提科目要求 

法学 不提科目要求 

国际经济与贸易(英文授课班) 不提科目要求 

工商管理(英文授课班) 不提科目要求 

设计学类 不提科目要求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服装与服饰设计（中美合作项目）) 不提科目要求 

产品设计(纺织品艺术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表演(时装表演艺术) 不提科目要求 

表演(人物形象设计) 不提科目要求 

美术学(商业插画) 不提科目要求 

电子商务(少数民族班) 不提科目要求 



高校如何选择选考科目——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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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历史  有特色  有实力 



 地理位置优越    杭州市下沙高教园 
 城市交通便利    地铁1号线 
 校园环境优美    文泽路站A出口 
 学科门类齐全 
 图书馆藏丰富    全国高校107位 
 办学实力雄厚 
 理想求学之地 
 

浙江理工大学欢迎你！ 



优质教育平台 办学实力
看浙理 

Sciences 
理学（优势） 

Engineering 

(main focus) 
工学（重点） 

Economics 
经济学(优势) 

Management 
管理学 

Humanities 

文学(特色) 
Arts 

艺术(优势) 
Law 

法学 

Education 
教育学 

理科基础坚实 
工科实力雄厚 

文科富有特色 
艺术优势突出 



优质教育平台 

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机械工程、纺织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
工程 

26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涵盖全部本科专业） 

3个ESI全球排名前1%学科 
            (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工程学、化学、材料科学 

8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纺织工程、服装设
计与工程、轻化工程、艺术设计、动画 

6个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纺织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轻化工程、
工业设计 

65个本科专业 
8大学科门类：理、工、文、艺、经、管、
法、教育 

办学实力
看浙理 



优质教育平台 

省“十三五”优势、特色专业12个，涉及：机械、电子、自动化、计算机、材料、

化学、经济、生物、纺织、服装、艺术设计、数学等专业；18个省重点专业。 

办学实力
看浙理 

  拥有省一流学科13个，其中A类 6 个、B类 7 个。 



从浙理，看世界 国际交流 
选浙理 

 30个：国家和地区 

 106所：教育、科研机构 

 600+人次：每年出国交流学习 

 225万：出国(境)交流学习资助基金 

 3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时装技术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与服饰设计 

（新增：视觉传达设计） 



从浙理，看世界 国际交流 
选浙理 



高校面临的挑战、机遇和应对策略 

新高考背景下轻松选择就读专业 

“零门槛”转专业政策完美契合职业发展 

前六个学期末，各专业将公布可转入人数，学生

自主申请在全校范围内转专业（不限批次，其中

艺术类不能转非艺术类）；允许试读两周。 

校内最大限度实行类内专业自主选 

学有余力可辅修二专业 

生涯规划助力选择修读适合的专业 

浙江理工大学政策 



欢迎关注“浙理” 
招生网： 
http://zs.zstu.edu.cn 

 

招生微信： 

Zstu2013 
 

咨询电话： 

0571-86843333 

 

杭州下沙高教园区 

http://zs.zstu.edu.cn/


谢谢聆听！ 

Company Logo 

浙江理工大学招生微信 

高建明联系方式 

QQ：504821588 

手机、微信： 

13819180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