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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介绍 Introduction to ZUST 

浙江科技学院是一所以工学为主，集工学、艺术学、管理学、文学、理学、

经济学为一体的多学科全日制省属本科院校，其前身为成立于 1980 年的浙江大

学附属杭州工业专科学校。学校坚定不移地走特色办学之路，逐步形成借鉴德国

应用科技大学（FH）办学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

国际素养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办学特色。 

学校现有两个校区，小和山校区坐落于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

——杭州，规划土地面积 1690亩，建筑面积 45万平方米；安吉校区位于拥有联

合国人居奖美誉的安吉，一期土地面积 500 亩，建筑面积 16.5万平方米。学校

设有 11 个二级学院，3个教学部（中心），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个硕

士专业学位授权点，50个本科专业。现有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共 15600余名，

留学生 1000余名。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2.42亿元，馆藏纸质图书 120.7万册，

电子图书 254.3万种，纸质期刊 626种，电子期刊 1.1万种。 

学校是教育部确定的中德合作培养高等应用型人才的试点院校和“中德论

坛”基地建设单位，已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对德教育、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的

重要窗口；与包括德国、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在内的 60余所高校建立了交

流合作关系，各种形式的项目达 90余项；2014年 3月，学校与德国吕贝克应用

科技大学、西海岸应用科技大学合作举办的浙江省首个本科层次非独立设置的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德工程师学院；学历留学生总数位列浙江省高校第 4位，

留学生总人数位列第 6位；学校先后在罗马尼亚、德国合作建立海外孔子学院各

1所，其中罗马尼亚克鲁日巴比什-波雅依大学孔子学院获评全球“先进孔子学

院”。 

学校是教育部首批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拥有国家级特色

专业建设点 3个，省级“十二五”优势专业 4个，省级新兴特色（国际化）专业

10个，省级重点建设专业 9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7个，国家级大学生

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1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5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验区 1个；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项。近 5年学生在各类国际、

国内学科竞赛中获省级及以上奖励 3300余项，其中国际奖 50余项，国家级 880

余项。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均保持在 95%以上，位居省属本科院校前列，被教育部

评为“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学校现有 8个“十二五”省级重点学科，1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3个省级

重点实验室，3个省级重点科技创新团队，1个省高校创新团队。近 5年，主持

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14项，连续两年获得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各 1

项，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项（第二完成单位）；到校科研经费 2.2亿元；

发表论文 3800余篇，其中三大索引和人文社科权威级学术期刊论文 800余篇；

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 50余个。 

学校现有教职工 1200余名，专任教师 850余名，其中正高职称 100余名，

硕士及以上学位比例 80%以上，具有企业实践经历占 30%以上，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 4人，全国优秀教师 1人，全国教育系统职业道德建设标兵 1 人，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1人，“省千人计划”1人，“钱江学者”特聘

教授 1人，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人，省“151 人才工程”培养人员 66人，

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27人，省优秀教师 5人，省高校优秀教师 3人，省高

校教学名师 7人，省级教学团队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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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学校第三次党代会设计的宏伟蓝图，学校秉承“崇德、尚用、求真、创

新”的校训，坚持“立德树人”，深入推进办学理念、办学内涵、体制机制、大

学文化的现代化，改革创新，追求卓越，努力实现“大学梦”，朝着加快建成特

色鲜明的现代化应用型大学的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Introduction to ZUS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UST) is a 

multi-disciplinary full-time regular university under the direct 

guidance of Zhe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which focuses on engineering 

with additional disciplines in arts,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conomics. 

Founded in 1980, it was initially known as Hangzhou Industrial School 

Attached to Zhejiang University. Combining the successful school-running 

experience of German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F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UST explores to cultivate high quality 

internationalized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spirits and applied skill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has two campuses. Xiaoheshan 

Campus is situated 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Hangzhou, with 

planned land area of 112.67 hectares and built-up area of 450,000 square 

meters. Anji campus, situated in Anji county which won the United Nation 

Habitat Scroll of Honor Award, has a land area of 33.33 hectares and 

built-up area of 165,000 square meters. At present the university has 11 

schools, 3 teaching centers, 3 First-class disciplines with master’s 

degree conferring right, 2 master’s degree-conferring programs and 

altogether 50 undergraduate majors with more than 15,600 full-time 

regular undergraduates and postgraduates and over 1000 foreign students. 

The total value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equipment is 242 million yuan; 

the total volume of books in library (including electronic books) is 1.207 

million, and that of e-books is 2.543 million; and it also has 626 kinds 

of paper journals and 11,000 kinds of e-journals.  

ZUST has been designated as pilot institution of Chinese-German 

cooperation in the area of application-orientated talent cultivation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hinese-German Forum” Base 

construction unit, becoming an important window of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Zhejiang 

province or even China and Germany; Meanwhile, the university h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with more than 60 

universities in Germany, UK, America, France, etc., and has set up more 

than 90 programs of various kinds; In March 2014 the university started 

cooperation with Lübeck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West Coas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ermany for joi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German Institute of Applied Engineering”, which is the first 

and the only colleg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total number of its foreign students 

ranks the 6th, and that of foreign students working for certific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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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s 4th amo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l over Zhejiang province; 

it is also fruitfu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has cooperatively set up two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Romania and 

German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Babes-Bolyai University of 

Cluj-Napoca of Romania stands out as one of the “Advanced Confucius 

Institutes”. 

This university was listed in the first pilot universities involved in 

Excellent Engineer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lan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t has 3 state-level key majors, 4 provincial-level dominant 

majors in the “12th Five-Year Plan”, 10 provincial level newly emerging 

(international) majors, 9 provincial-level key majors, 7 national level 

engineering practice centers, 1 national level off-school practice base 

for undergraduates, 5 provincial-level experimental teaching 

demonstration centers, and 1 provincial talents training mode experiment 

and innovation site; 1 state-level second prize for Teaching Achievem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wo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ZUST students 

won over 3300 prizes in various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isciplinary 

competitions, including over 50 international awards and more than 880 

state-level awards. The initial employment rate of its graduates is 

maintained at more than 95%, one of the highest in the provinci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aining itself the honor of “Model University with High 

Graduate Employment Rate”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o far the university has 8 provincial-level key disciplines in the “12th 

Five-Year Plan”, 3 provincial-level ke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eams 

and 1 provincial university innovation team. In recent five years the 

university has won over 14 provincial and state-level awards including 

a second prize of state technological invention award (as the second unit), 

a second prize of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it has been 

granted RMB 220 million Yuan of research funding; over 3800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among which more than 800 papers are either indexed by 

SCI, EI, and ISTP or are authority level research paper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more than 50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have been established cooperatively with enterprises. 

The university has more than 1200 staff members, 850 full-time teachers, 

among whom more than 100 are professors, those with master’s or doctor’s 

degrees account for 80%, and those with experiences of enterprise practice 

account for over 30%. 4 teachers were approved to receive the State Council 

special subsidy; 1 was chosen as national level Excellent Teacher; 1 won 

the honor of Model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n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1 was selected into “New Century Excellent Talents Supporting Program”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 enrolled for “1000 provincial talents 

plan”, 1 special professor of “Qianjiang Scholars”, 1 won the honor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provincial-level experts with out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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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66 as the provincial-level candidates for “151 Talents 

Program”, 27 as provincial young and middle-aged discipline leaders; 5 

as provincial level Outstanding Teachers; 3 as provincial level Excellent 

University Teachers, 7 as provincial level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3 provincial level teaching teams wer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grand blueprint of the university’s third CPC 

Representative Committee, the university will adhere to the motto of 

“Virtue and Truth, Creativity and Practicality”, strengthen moral 

education, pursue the dream of the University, and make great strides to 

develop itself into a distinctive and modern university oriented to 

application by intensifying reform. 

 

 

安吉校区（中德工程师学院） 

安吉校区（中德工程师学院）由浙江科技学院与安吉县共同建设。2014年

10月 8 日开始投入使用，办学规模为在校生 5000人。中德工程师学院是浙江省

首个本科层次非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安吉校区深入开展教学改革，探索书院制学生管理与教育模式，实施诚信考

场，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管理能力，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工程实践能

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坚持以“四化四无”为内核，推进校区文化建设。坚持开门

办大学，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面向经济转型升级需求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为

导向，着力实施“校校合作”、“校地合作”活动，全力以赴落实学校“两全战

略”。 

 

Anji Campus (Chinese-German Institute of Applied Engineering) 

Anji Campus (Chinese-German Institute of Applied Engineering) was 

co-built by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nji County 

government. It came into service on October 8th, 2014. With around 5000 

full-time students, Chinese-German Institute of Applied Engineering 

(CGIAE) is the first colleg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With ongoing teaching reform, CGIAE probes into a unique college system 

of student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including “Integrity Test”, so as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independent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ir engineering practice and originality in 

entrepreneurship. Meanwhile,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Anji campus is in 

progress. Targeted to meet the need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CGIAE will lay emphasis o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in an open way and implement cooperation with other 

univers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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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训 School Motto 

崇德 尚用 求真 创新 

Virtue and Truth, Practicality and Creativity      英文译本 

Tugend und Wahrheit, Praxis und Innovation     德文译本 

 

校训（路甬祥题词） 

The school motto (written by Lu Yongxiang). 

 
 

 

 

3 校歌 School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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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史沿革 History   

1980 年，浙江大学附属杭州工业专科学校 

1980，Hangzhou Industrial School Attached to Zhejiang University 

 
 

1983 年，杭州工业专科学校 

1983, Hangzhou Industrial School  

 
 

1984 年，浙江大学附属杭州高等专科学校 

1984, Hangzhou Higher Technical College Attached to Zhejiang University 

 
 

1987 年，杭州高等专科学校 

1987, Hangzhou Higher Technical College 

 
 

1992 年，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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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Hangzhou Institute of Applie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2001 年，浙江科技学院 

2001,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UST） 

 
  

 

 

5 领导关怀 Caring Leadership 

 

On March 6th 2012 ,Mr.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Chairman of the CPC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Chairman of 

PRC, Chairman of PRC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the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buro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Vice 

Chairman of PRC visited Zhejiang Delegation on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had a cordial handshake with Secretary of the CPC ZUST 

Committee Wang Jianhua. 

 

 

 

 

 

 

2012年 3月 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看望十一届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

代表时与校党委书记王建华亲切握手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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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5th 2002, Mr. Zhang Dejiang,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buro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12th NPC, then Secretary of the CPC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Mr. Li Jinming (front, first from left), then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CPC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Committee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Ms. Sheng Changli (front, first from right), then Vice 

Governor of Zhejiang province paid an inspection visit to ZUST.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为学校题

词 

Inscription by Mr. Lu Yongxiang, Vice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11th 

NPC. 

 
 

June 2nd 2010, Mr. Zhao Hongzhu,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Secretariat,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then Secretary of the CPC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Zhejiang People’s Congress is expressing their 

sincere solicitudes to cadres assisting Sichuan. 

 
 

May 16th 2012, Mr. Xia Baolong, Secretary of the CPC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had a cordial talk with the Principal of ZUST, Mr. Ye Gaoxiang, 

2002年 5月 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金明（前左一），时任

浙江省副省长盛昌黎（前右一）视察学校 

2010年 6月 2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亲切慰问学校援川干部 

2012年 5月 16日，浙江省委书记，时任浙江省省长夏宝龙与校长叶高翔亲切交

谈 



 

第 10 页，共 83 页 

when he was the Governor of Zhejiang Province.  

 
 

1993年 2月 1日，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薛驹视察学校 

February 1st 1993, Mr. Xue Ju, then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aid an inspection visit to the university. 

 
 

November 1997, Ms. Wei Yu (front, second from right), then Vice Director 

of State Education Committee inspected graduation theses in ZUST. 

 
 

September 4th 2001, Mr. Chai Songyue (second from left), then Governor of 

Zhejiang Province visited our university in the company of Mr. Wang 

Guoping (first from left), the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CPC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Secretary of CPC Ha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Mr. Lu Songting (second from right), then Vice Governor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Mr. Qiu Baoxing, then Mayor of Hangzhou 

Municipality. 

1997年 11月，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前右二）视察学校时查看学生毕业论

文 

2001年 9月 4日，时任浙江省省长柴松岳（左二）在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

市委书记王国平（左一），时任浙江省副省长鲁松庭（右二）和时任杭州市市长

仇保兴陪同下视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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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9月 19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出席学校中德论坛 

September 19th 2007, Ms.Wu Qidi, then Vice Minister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PRC attended CDAH Forum in our university. 

 
 

November 28th 2011, Mr. Hao Ping (right), Vice Minister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PRC encouraged the university to be the first class 

characteristic university of its kind. 

 
 

September 19th 2007, Mr. Huang Kunming, standing Vice Minister of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CPC, attended a Sino-German Forum(CDAH) hosted 

by our university when he was the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CPC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Publicity Department. 

2011年 11月 28日，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右）勉励学校要在特色化办学道路上

创一流 

2007年 9月 19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黄坤明出

席学校承办的中德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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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4月 28日，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葛慧君（右三）视察学校      

April 28th 2013, Ms.Ge Huijun (third from right),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CPC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Minister of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paid an inspection visit to the university. 

 
 

2014年 11月 28日，浙江省副省长熊建平（右四）视察学校         

November 28th 2014, Mr. Xiong Jianping(the fourth from right), 

Vice-governor of Zhejiang Province, inspected our university.  

 
 

2015年 2月 5日，浙江省副省长郑继伟（右六）在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李云林

（右八），浙江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右三）陪同下视察学

校 

February 5th 2015, Mr. Zheng Jiwei (sixth from right), Vice Governor of 

Zhejiang Province visited our university in the company of Li Yunlin 

(eighth from right),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Mr. Liu Xiping (third from right), Secretary of Education 

Working Commission of CPC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Director-General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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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30th 2007, Mr. Chen Jiayuan (second from right), Vice Chairman 

of the CPPCC of Zhejiang Province, then Vice Governor of Zhejiang Province 

visited our university in the company of Mr. Liu Xiping (third from right), 

Secretary of Education Working Commission of CPC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Director-General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6 历史回眸 Looking Back at History 

1983 年 10月，学校被国家教委列为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资助单位。 

1985年 3月起，学校开始执行中德省州合作项目。 

1987 年 10月，为适应中德政府合作办学的需要，校名中不再有“浙江大学

附属”字样，管理体制也相应地由杭州市和浙江大学管理改为“由国家教委和浙

江省人民政府共同领导、委托浙江省管理”。 

1990 年 11月，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与德国经合发展部正式签署中德政府合

作建设我校协议。 

1991 年 2月起，学校开始执行中德政府合作项目。 

1992 年，学校各专业均改为四年制，列入高校第二批一般本科招生，学生

毕业后享受本科待遇。 

2000 年 1月，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我校被正式确定为本科层次院校，隶属

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和管理。 

2000 年 3月，浙江省教育厅和德国下萨克森州科学文化部就进一步加强高

等应用型人才培养签署了省州“高等教育合作的联合声明”，我校被确定为该项

目的执行单位。 

2000 年 4月，经浙江省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成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进

2007年 11月 30日，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时任浙江省副省长陈加元（右二）在

浙江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右三）陪同下视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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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首批授予工作。 

   2003 年 10月，浙江省轻工业学校并入我校。 

2005 年 5月，学校成立中德学院，开始每年从高考第一批本科生中招收

“2+3”项目学生。 

2009 年 2月，浙江省学位委员会通过我校硕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评审。 

2010 年 6月，教育部发文公布“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首批试点学校

名单，我校成为首批试点的 10所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之一。 

2013 年 1月，学校顺利通过立项建设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整体验收。 

2014 年 3月，中德工程师学院获教育部批准设立。 

 

October 1983, the university was listed by State Education Commission as 

one of the accepting units for World Bank loans. 

Since March 1985, the university has been implementing projects in 

Sino-German province (or state) level cooperation. 

October 1987, letters such as "affiliated to Zhejiang University" had been 

canceled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Sino-Germa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the school;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had accordingly been changed from 

the management by Hang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Zhejiang University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state education commission and Zhe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managed by Zhejiang Province mandatorily". 

November 1990,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Economics and Trade had 

officially sigh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Germany, on constructing the university by 

Sino-German governments cooperatively. 

In February 1991, the university began to implement cooperative projects 

in Sino-German governments. 

1992, the university's all majors were changed into a four-year schooling 

system; and the university had been put into the second batch of 

undergraduate course enrollment list, of which the students would be 

granted with Bachelor’s degree after graduation.  

January 2000, the university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State Education 

Commission's official confirmation as an undergraduate-level college 

affiliated to Zhe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s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March 2000, the university has been confirmed as the implement unit in 

the signing of the Joint Statement on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by 

Zhejia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Niedersachsen Stat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Culture. 

April 2000, approved by Zhejiang Provincial Academic Degrees Committee, 

the university became a authorized unit to grant the bachelor degree and 

granted the first batch of degrees.  

October 2003, Zhejiang Light Industrial School was merged into the 

university. 

May 2005, the Sino-German Institute was set up and start to recrui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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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students from each year's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enrollment. 

February 2009, the university has passed the assessment for units in 

master degree authorization, approval and construction by Zhejiang 

Provincial Academic Degrees Committee. 

June 2010, the university has become one of the ten local pilot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nounc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e "Program for Excellent Engineers in University", which listed the 

first batch of pilot colleges. 

January 2013, The School was successfully checked and accepted as the 

organization authorized with the master’s degree. 

March 2014, Chinese-Germ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was officially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China. 

 

 

1990年 11月，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与德国经合发展部正式签署中德政府合作建

设我校协议 

November 1990,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Economics and Trade had 

officially sigh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Germany, on constructing the university by 

Sino-German governments cooperatively. 

 
 

2000年 3月，浙江省教委与下萨克森州科文部签署“高等教育合作的联合声明” 

March 2000, the signing of Joint Statement on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by Zhejiang Provincial Board of Education and Niedersachsen Stat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Culture. 

 
 

2009年 2月，学校正式通过硕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评审 

February 2009, the university passed the assessment for units in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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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authorization, approval and construction. 

 
 

2010年 6月，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在津启动 

The "Program for Excellent Engineers in University"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was launched in Tianjing. 

 
 

2013年 7月，安吉校区（中德工程师学院）开工仪式举行 

July 2013,Anji campus (Chinese-Germ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eremony 

 
 

 

 

昨天·今天             

Yesterday·Today 

 
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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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gate 

 

 
广场 

Square  

 

 
教学楼 

Teaching building 

 

 
实验楼 

Laborator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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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Library 

 

 
食堂 

Dinning hall 

 

 
学生宿舍 

Students' dorm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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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Playground 

 

 
校园俯瞰 

Aeroview of Campus 

 

 

 

7 美丽校园 Beautiful Campus 

 

小和山校区 

Xiaoheshan Campus 

 

银杏广场 

Yinxing Square 

 
 

校训石   

ZUST Motto Stone 

 
 

和山广场       

Heshan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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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蜜湖 

Ximi Lake 

 
 

小和山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University Student Center (Xiaoheshan Campus) 

 
 

安吉校区 

Anji campus 

 

安吉校区大门 

Main Gate of Anji Campus 

 
 

安吉校区中德工程师楼 

Building of CGIAE (Anji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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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校区教学楼 

Teaching Buildings (Anji Campus) 

 
 

安吉校区风雨操场 

Gym (Anji Campus) 

 
 

安吉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University Student Center (Anji Campus) 

 
 

学院路校区 

College Road Campus 

 

钟楼 

Clock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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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友好纪念雕塑 

Sculpture in memory of Chinese-German friendship 

 
 

 

 

8 学科科研 Subject Research 
学校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紧密契合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通过凝炼

方向、优化配置、学科交叉、校企合作，重点打造了服务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和现代农业的特色学科。 

Focusing on subject development and closely conforming to the upgrading 

need of regional economic transition, our university established 

distinctive disciplines to serv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by refined orient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optimizati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and university- enterprises 

cooperation.  

 

2013年 1月 28日，学校顺利通过立项建设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整体验收 

January 28, 2013 ,The School was successfully checked and accepted as the 

organization authorized with the master’s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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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项目专家组在实验室指导工作 

German project expert team is instructing works in the lab. 

 
 

2010年 4月，德国教授来中德 ZEHN联合研究院交流 

April 2010, German professors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hange at 

Sino-German ZEHN Joint Research Institute. 

 
 

师生科研活动 

Scientific research conduct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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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师资队伍 Staff 

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工程”建设，努力提升教师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

国际交流等能力，有效实施学科带头人引进和培养、青年教师进企业实践进修、

选派教师赴海外学习等计划，全力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有特色”的师资

队伍。 

By vigorously implementing “Talent Project” and strenuously elevating 

teachers’ competence in teaching, research, social services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ZUST effectively initiates programs including 

recruitment and cultivation of academic leaders, young teachers taking 

practice and vocational studies in enterprises and selecting teachers to 

study abroad, thus building a staff team of high quality, high level and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德国第二任专家组组长赫纳博士荣获 1998 年浙江省外国专家“西湖友谊奖” 

Dr. Hohner, the second German Expert Team leader won “West Lake 

Friendship Award”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1998. 

 
 

2013年 12月 26日，学校举行人才工作会议 

December 26, 2013 ,Talent Working Conference was held in our university. 

 
 

教授博士科技小分队赴企业进行科技对接 

The team of professors and doctors is communicating technologies i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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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与青年学生课外交流 

Foreign teachers exchanged with young students outside classes: 

 
 

 

 

10 人才培养 Talent Cultivation 

学校实施质量立校战略，不断加大教学投入、深化教学改革，已形成了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校以来，学校已培养全日制

毕业生 4.5万多名，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毕业生已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

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校友。 

Based on the quality-oriented strategy and with more teaching devotion 

and deepened teaching reform, our university has established a 

high-quality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training system that can meet 

the needs of ou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Since its foundation, 

ZUST has nourished more than 45,000 undergraduates and graduates of 

community colleges, a great number of excellent graduates with remarkable 

morality and talents have become the backbones of various fronts and a 

great many outstanding alumnus have emerged. 

 

学校被评为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工作先进集体 

The university was honored as advanced uni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test for Zhejiang Province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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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获 2009年德国 iF设计概念奖 

The university  won the 2009 German iF Design Concept Award. 

 
 

学校获 2014年度“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荣誉称号 

The university won the honor of “Model University with High Graduate 

Employment Rate”. 

 
 

学校获 2014年中国机器人大赛第一名   

The university won the first prize in 2014 China Robot Contest. 

 
 

中德服装设计专业学生作品联合展演 

Sino-German Joint Exhibition of Clothing Design Major Students’ Works 

 
 

 

 

11 党的建设 Party Construction 

学校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学校党的建设，以提高党的领导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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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大力推进党的思

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全面建设

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应用型大学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Strengthens and improves Party building with the spirit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fulfills the requirement for serving the people and being 

pragmatic and incorruptible under the main objectives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governance and school-running capability and vanguard nature; 

fully Strengthens the Party in terms of ideology, organization, work Style 

and institutions; thoroughly improves the Party’s style of work and 

upholds integrity while fighting corruption; provides soli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uarantees and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s for building a 

fully distinctive application-oriented high quality and modern 

university. 

 

2003年 12月 25日，中国共产党浙江科技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December 25, 2003, the First ZUST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2009年 2月 21日，中国共产党浙江科技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Feb 21, 2009, the Second ZUST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2014年 6月 6日，中国共产党浙江科技学院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Jun 6, 2014, the Third ZUST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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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011年，学校两次荣获浙江省统战工作创新奖 

In both 2007 and 2011, the school won “Zhejiang United Front Work 

Innovation Award”. 

 
 

 

 

12 大学文化 University Culture 

学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大力推进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建

设，深入推进“文化强校”战略，把文化建设作为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应

用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借鉴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全

面深入建设富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大学文化体系，文化育人成效显著，品牌

项目特色鲜明，大学文化建设不断向深度拓展。 

Following socialism’s core value system, this university vigorously 

promotes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an effort to advance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 University Through Culture”; the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take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featured moder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keeps learning from the world 

civilization, and constantly building the profound university culture 

system with time an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t has also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culture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created a 

characteristic brand through above efforts. In this way univers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in depth. 

 

学校“和·山创业文化”被评为省高校首批校园文化品牌 

 “Harmony-Mountain Culture of Entrepreneurship” of ZUST is chosen as 

one of the first provincial campus cultural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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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源大讲堂 

Huangpu-Riverhead Forum 

 
 

和山毅行 

A trip to Heshan Hill 

 
 

“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大学生年度人物”颁奖典礼         

Awarding Ceremony for “ My Ideal Colle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Year of ZUST” 

 
 

国际文化展             

International Culture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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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教育—孔子学堂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ducation—Confucius Institute 

 
 

德国文化节 

German culture festival 

 
 

13 中德合作 Chinese-German Cooperation 

 

学校全面学习借鉴德国应用科技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先后执行了浙江省政府

与德国下萨克森州以及中德政府间合作办学项目等，现与德国 24 所院校建立了

紧密合作关系。 

学校建有浙江省中德科技促进中心、中德媒体与设计研究所、中德 ZEHN农

产品化学与生物加工联合研究院、中德绿色建筑研究所、中德联合汽车电子技术

研究所、浙江中德现代物流研究院、ZUST-UDE国际合作研究基地等研究机构，

开展了国际合作科研项目数十项。通过联合培养本科生及硕士生、共同举办双校

园国际化专业、共建中德工程师学院、跨国实习和毕业设计、开展项目教学等多

种形式，在国际化背景下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取得了显著成效。                                               

Learning from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of German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our University has implemented the joint education 

projects between Zhe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German Niedersachsen 

State government and between China-German Governments. To d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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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has set up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24 universities in 

Germany. 

The university has set up research institutes including Zhejiang 

Chinese-Germ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Chinese-German Media & 

Design Institute, Chinese-German ZEHN Institute of CheBio- Processing of 

Farm Products, Chinese-German Green Architecture Institute, Sino-German 

Uni-Auto Technology Institute, Zhejiang Sino-German Modern Logistics 

Institute, and ZUST-UD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search Base. Dozen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ave been 

carried out. By the means of undergraduates and graduates joint education 

programs,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specialties, cooperation in 

building Chinese German Institute of Applied Engineering, transnational 

internship and graduation design as well as the adoption of project 

teaching, our university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ized application-oriented high quality talents. 

 

1996年 11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率团访问学校 

In November 1996, Mr. Herzog, former German President, visited ZUST with 

his delegation. 

 
 

2005年 5月，德国前总统，时任德国下萨克森州州长武尔夫先生率团来访 

In May 2005, Mr. Christian Wulff, former President of Germany, then the 

Governor of Lower Saxony visited our university with his delegation 

 

 

 

 

 

 

 

 

中德论坛：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 

CDAH: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ated High-level Talents 

 

2007年首届中德论坛 

The First Conference i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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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二届中德论坛 

The Second Conference in 2009 

 
 

2011年第三届中德论坛 

The Third Conference in 2011 

 
 

2013年第四届中德论坛 

The Fourth Conference in 2013 

 
 

 

中德工程师学院 

Chinese-Germ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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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强化办学特色，拓展办学资源，提升办学水平，2012 年 10 月，学

校与德国吕贝克应用科技大学、西海岸应用科技大学签订合作举办中德工程师学

院意向协议。依托此项目，学校积极与地方政府洽谈合作办学，最终选定与安吉

县开展合作办学项目。2012年 12月 28日，学校与安吉县政府正式签署合作办

学协议。2013年 3 月 15日，中德工程师学院协议签字仪式举行。2014年，中德

工程师学院顺利获得国家教育部批准备案，这是浙江省首个，也是唯一一个本科

层次非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首批设置的土木工程专业和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两个专业已于 2014年秋季正式启动招生。 

In order to strengthen our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exp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improve school-running level, in October 2012, the 

university signed an agreement of intent with Lübeck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West Coas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in Germany for 

joint construction of Chinese-German Institute of Applied Engineering. 

Based on this project, the university actively contacted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s about school-running cooperation. After careful comparison, 

Anji county was finally chosen to be the cooperative party. On December 

28th, 2012, the university officially signed the agreement of school 

running cooperation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Anji county. On March 

15th 2013, signing ceremony of Chinese-German Institute of Applied 

Engineering was grandly held. In 2014, Chinese-German Institute of 

Applied Engineering (CGIAE) was officially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China, and became the first and the only colleg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first two majors of CGIAE—Civil Engineer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have started their student recruitment since the autumn 

of 2014.   

  

2014年 9月 16日，安吉校区（中德工程师学院）交接 

September 16, 2014, The official handover ceremony of CGIAE (Anji Campus) 

 
 

2014年 10月 18日，中德工程师学院揭牌 

October 18, 2014,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CGIAE 



 

第 34 页，共 83 页 

 
 

14 国际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学校走过了世行贷款项目、中德省州合作项目、中德政府级合作项目到多

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发展道路，与包括德国、英国、美国、

法国等国家在内的 60余所高校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广泛开展了教师交流、

学生交流、联合培养、开设国际化专业、合作办学、合作科研、共同举办学术活

动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交流。学校于 1994年取得外国留学生招生资格，是中国政

府来华留学奖学金生、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奖学金生及浙江省政府来华留学奖学金

生的接收单位。 

ZUST has passed the development path from the project of World Bank loans, 

the cooperative project of Sino-German provinces and states and 

Sino-German government level cooperation projects to multi-channel, 

multi-level and multi-mod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it has 

established relations of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more than 60 

universities in Germany, UK, America, France, etc., and broadly conducted 

a variety of forms of such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s teachers’ 

exchanges, students’ exchanges, joint nourishment and opening of 

international specialties, joint school running, cooperativ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jointly sponsored scholastic activities.  

Our university obtained the qualification to accept foreign students in 

1994, and became a member university to receive Chinese government 

scholarship students, China National Confucius Institute scholarship 

students and Zhejiang Province government scholarship students. 

 

学校目前已与国外共 62 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The ZUST has develope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with 62 foreign universities so far. 

（附 62所合作院校校标） 

 

 

南昆士兰大学中国毕业典礼 

Graduation Ceremony of Southern Queensland University in China 

http://www.zust.edu.cn/english/Cooper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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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班开学典礼 

Opening ceremony for Sino-French classes 

 
 

外国留学生开学典礼暨奖学金颁奖典礼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scholarship granting ceremony for foreign 

students 

 
 

孔子学院 Confucius Institutes 

在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分别与罗马尼亚克鲁日巴比

什-波雅依大学以及德国埃尔富特应用科技大学合作创建孔子学院，显示了学校

在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方面的积极努力，同时对加强中罗以及中德在文化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The university has set up two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Romania and in 

Germany jointly with Babeş-Bolyai University of Cluj-Napoca and Erfur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under the support of Hanban/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The university works hard makes endeavour to 

promot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lso commits to strengthen 

Chinese-Rumania and Sino-Germany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filed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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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9月，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霍玉珍（右三）参加克鲁日孔院承办的“魅

力中国”知识竞赛。克鲁日孔院被评为 2011 年全球先进孔子学院 

September 2012, Huo Yuzhen (third from right), the Chinese ambassador in 

Romania took part in “Charming China” Knowledge Contest organized by 

our Confucius Institute in Romania Crewe University, which was named as 

2011 advanced global Confucius Institute. 

 
 

2012年 10月，学校代表团访问德国埃尔福特孔子学院 

October 2012, The university delegation was visiting German Erfurt 

Confucius Institute. 

 
 

2013年 12月 10日，罗马尼亚克鲁日孔子学院理事会在学校召开 

December 10, 2013, Council meeting of Romania Institute of Confucius in 

Cluj was held in our university. 

 



 

第 37 页，共 83 页 

15 安吉校区 

 

导言 

    安吉校区（中德工程师学院）位于拥有联合国人居奖美誉的安吉，

由浙江科技学院与安吉县共同建设。校区占地 500 亩，投资 8 个亿，

建有 18 个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 16.5万平方米，办学规模为在校生

5000人。学校坚定不移走特色办学之路，与德国吕贝克应用科技大

学、西海岸应用科技大学合作举办中德工程师学院并顺利获教育部批

准，成为浙江省首个本科层次非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安吉校区于 2014 年 10 月基本建设完成，10月 8 日开始投入使

用。涉及 11个二级学院，50 个本科专业。校区共有多媒体教室 115

间，7800 座，公共计算机房 6 个，387座、语音实验室 9个，470 座；

各类基础实验室 23970 平方米；行政办公 6443 平方米；图书馆 5788

平方米；风雨操场 4753 平方米；学生活动中心 5592平方米。 

 

 
按照学校第三次党代会设计的宏伟蓝图，安吉校区将以教育教

学改革的“试验田”和打造学校现代化办学“金名片”为总要求，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秉承“崇德、尚用、求真、创新”的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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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智能化校区，为建设特色鲜明应用型大学

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我省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探索新经验，为地方社

会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领导关怀 

安吉校区作为浙江科技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的“试验田”、打造学

校现代化办学“金名片”、服务地方的“桥头堡”，自投入使用以来，

吸引了省内外各单位的领导前来安吉校区考察、指导。 

 
2014年 9 月 25日上午，安吉县委副书记、代县长沈铭权，副县

长任贵明一行莅临我校安吉校区检查指导。 

 
2014年 10 月 24 日晚，学校隆重举行黄浦江源大讲堂启动暨首

场报告会。校党委书记王建华、校长叶高翔和首讲嘉宾、中国工程院

院士潘德炉在安吉校区学生活动中心共同按亮启动水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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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1 月 28 日下午，副省长熊建平一行视察安吉校区指导

工作。 

 
2014年 12 月 29 日上午，省教育厅副厅长朱鑫杰一行到安吉校

区考察指导工作。 

 

 



 

第 40 页，共 83 页 

 
2015年 1 月 26日下午，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社长慎海雄一行在

湖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胡菁菁，安吉县委书记单锦炎，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王有娣及安吉县相关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考察安吉校区。 

 

 

 
2015年 2 月 5 日下午，副省长郑继伟专程赴安吉校区视察，并

听取学校工作汇报。省政府副秘书长李云林，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

湖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吉县委书记单锦炎，湖州市副市长闵云

等陪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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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3 月 11日下午，省教育厅纪工委书记葛菲在安吉县相关

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调研安吉校区。副校长、安吉校区管委会主任冯

军接待了葛菲一行。 

 
2015年 3 月 12日上午，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姚志文在湖州市

委组织部、安吉县委相关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考察安吉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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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4 月 8 日，省巡视组来安吉校区考察。 

 
2015年 4 月 16日下午，湖州市政府咨询委主任沙铁勇一行七人

在安吉县委书记单锦炎、安吉县相关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考察安吉校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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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5 月 7 日，教育厅副厅长韩平一行来安吉校区考察。 

 
2015年 5 月 14日，浙江省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委员会常务理事

走访调研我校。 

 
2015年 10 月 10 日下午，湖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两新工委书

记、人才办主任李晓良,湖州市教科文卫委主任吴宝宏，湖州市政协

委员工作委主任梅成一行 18 人在安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吕立的陪

同下考察安吉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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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0 月 22 日下午，平湖市副市长顾玉峰一行在安吉县副

县长任贵明的陪同下考察安吉校区。 

 

 
2015年 11 月 24 日下午，义乌市市长、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盛

秋平一行在安吉县副县长任贵明、钱洪文的陪同下考察安吉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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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 
  安吉校区是我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试验田”，为浙江科技学院教

育教学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学新生在安吉校区学习生活一学

年，快速适应并形成大学生活新规律。总结往年教改的反馈情况，一

些效果好的教育教学改革措施在安吉校区实施，同时在安吉校区不断

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使得我校的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安吉校

区教学事务中心配合校区“四化四无”建设及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要

求，完成 75个标准考场建设，在全校区实行诚信考试，同时联合安

吉校区党工委、宣传部、教务处、学生处、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

地及各二级学院进行改革实践，2014/2015学年，在安吉校区第一批

教改项目立项 9个，科技创新项目 23项，强调课程（群）改革理念

和俱乐部制式教学改革，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教学效果。2015/2016

学年，第二批教改项目正立项文件起草与申报之中，重点将放在新生

研讨课改革理念和小班化教学改革上。 

安吉校区完成 75 个标准考场建设，并在全校区实行诚信考试 

 
学生诚信考试之中 

 
学生诚信考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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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考试宣传 

安吉校区成立了 23个俱乐部，教改立项 9 项  

2014 年浙江科技学院安吉校区科技竞赛与科技创新俱乐部情况 

序 
学院

名称 
俱乐部名称 

负责

人 
组织竞赛项目名称 

依托实践

创新基地

名称  

1 
机械

学院 

机械设计竞赛

创新俱乐部 

胡桂

林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浙江省大学

生机械设计竞赛 

机械创新

设计实践

基地  

2 
机械

学院 

全国大学生机

械产品数字化

设计大赛 俱乐

部 

曹淼

龙 
全国大学生机械产品数字化设计大赛 

（机械学

院 3D社）  

3 
机械

学院 

全国大学生三

维数字化竞赛

俱乐部 

吴立

军 
全国大学生三维数字化竞赛 

三维 CAD创

新实践基

地  

4 
电气

学院 

JT机器人俱乐

部 

陈军

统 
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公开赛 

（电气学

院 JT机器

人团队）  

5 
电气

学院 

应用电子俱乐

部 

吴颖

东 

省电子设计竞赛（TI杯）；全国“飞思卡尔”

杯智能汽车竞赛、“AB杯”全国自动化系统

应用大赛； 

电子技术

实践创新

基地  

6 
信息

学院 

软件技术与应

用创新俱乐部 

马伟

锋 
服务外包创新应用大赛、电子商务等  

 

7 
信息

学院 

劲竹编程兴趣

小组 

林志

洁 

浙江省、ACM-ICPC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蓝桥杯程序设计竞赛 

信息技术

实践创新

基地  

8 
信息

学院 

大学生电子设

计竞赛俱乐部 
周 扬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信息技术

实践创新

基地  

9 
信息

学院 

多媒体作品设

计 
唐 伟 浙江省大学生多媒体作品设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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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工

学院 

结构设计俱乐

部 

王吉

民 
结构设计竞赛、力学竞赛 

结构设计

实践创新

基地  

11 

生化

学业/

轻工

学院 

化工设计俱乐

部 
成 忠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浙江大学生化工

设计竞赛 

化工生产

设计实践

创新基地  

12 
艺术

学院 
涂鸦俱乐部 

徐振

东 
动漫类比赛 

动画创意

实践创新

基地  

13 
经管

学院 

财会信息化竞

赛俱乐部 

朱灵

通 
浙江省大学生财会信息化竞赛  

 

14 
经管

学院 

物流设计竞赛

俱乐部 

范佳

静 
全国物流设计竞赛 

电子商务

与物流实

践创新基

地  

15 
经管

学院 

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及创业俱

乐部 

邵 雷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浙江省大学生电

子商务竞赛 

电子商务

与物流实

践创新基

地  

16 

人文

国际

学院 

人文与国际教

育学院大学生

汉语口语 竞赛

俱乐部 

程永

艳 
浙江省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  

 

17 
理学

院 

大学生数学建

模俱乐部 

朱勇

珍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浙江省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  

 

18 
理学

院 

物理创新竞赛

俱乐部 

李祖

樟 
浙江省大学生物理创新竞赛 

物理科技

创新实践

基地  

19 

外国

语学

院/中

德学

院 

外语交流实践

俱乐部 

朱吉

梅 

全国、浙江省英语演讲比赛、英语写作比赛、 

中国日报社“21世纪可口可乐杯”全国英语

演讲比赛、 全国 CCTV杯二十一世纪“希望

之星”英语风采大赛、全国口译大赛、全国

德语辩论赛 

大学生英

语交流实

践基地  

20 
体育

部 
航模俱乐部 

常德

胜 
全国大学生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  

 

21 
体育

部 
操舞俱乐部 

杨榕

斌 
全民健身操、啦啦操、排舞、街舞等  

 

22 
实训

中心 

工程创新训练

俱乐部 

周卫

民 

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电子设计竞赛、DIY

焊接大赛等 

大学生职

业技能综

合训练实

践基地  

23 团 委 

安吉校区 KAB

科技竞赛与科

技创新 俱乐部 

李 俊 
大学生“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 课外科技

作品竞赛 

大学生 KAB

创业教育

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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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校区课程教学改革项目（第一批）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拟改革课程（群） 负责人 

经

费 

1 
机械学院安吉校区

课程教学改革项目 
2014-AJ1 工程制图 邹凤楼 3万 

2 
电气学院安吉校区

课程教学改革项目 
2014-AJ2 

始业教育课程群、电气大类专

业导论课程群、认识实习课程

群 

何致远 5万 

3 
信息学院安吉校区

课程教学改革项目 
2014-AJ3 

信息学院专业基础课程《程序

设计（C语言）》（群）、全

校公共课《C语言程序设计》

（群） 

叶绿 5万 

4 

生化/轻工学院安

吉校区课程教学改

革项目 

2014-AJ4 
安吉校区基础化学课程群与

专业导论课程群 
王立军 5万 

5 

人文与国际教育学

院安吉校区课程教

学改革项目 

2014-AJ5 

中文专业类课程群：汉语言文

学专业一年级专业课程、全校

公共必修课：大学语文课程群 

叶晗 5万 

6 
理学院安吉校区课

程教学改革项目 
2014-AJ6 

大学数学课程群、大学物理类

课程群 
陶祥兴 

10

万 

7 

外国语/中德学院

安吉校区课程教学

改革项目 

2014-AJ7 
项目德语、大学英语基础课程

群、法语 
朱吉梅 

10

万 

8 
实训中心安吉校区

课程教学改革项目 
2014-AJ8 

金工实习课程群、电工电子实

习课程群 
段福斌 5万 

9 
人武部安吉校区课

程教学改革项目 
2014-AJ9 

大学生军事技能训练课程、大

学生军事理论课程 
盛海波 1万 

    教学手段、方法体系创新 

网络化教学 

 
大学英语网络化教学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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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堂向全国三十多所高校直播 

 
我校徽标登上中国大学 MOOC 平台 

编写创新适用教材 

 
以语言、语文和人的关系作为结构主线的大学语文教材 

 
“工程制图”教学改革，针对新体系编著教材 

组建各类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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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 KAB 创业俱乐部 

 
航模俱乐部 

 
时尚操舞俱乐部 

举办各类比赛 

 
机器人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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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单词拼写大赛 

 
汉语口语竞赛 

 
勿忘历史 圆梦中华——我校第十届诗文朗诵大赛 

请专家学者讲座讲课 

 
  黄浦江源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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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山外语讲堂在安吉校区开讲 

 
    邀请省内外人文专家学者进课堂 

 
    邀请省内外人文专家学者进课堂 

 
    邀请省内外人文专家学者进课堂 

 
    邀请省内外人文专家学者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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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普及讲座 

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改革活动，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掌握

科学技能的欲望 

 
安吉校区学生远程听课 

 
学生正在调试机器人 

 
我和机器人有个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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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竞赛培训学习的学生 

 
“外语学习之路”外语角 

 
    学生操作机床金工实习 

 
学生自制作品电工电子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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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中的英语单词拼写大赛 

 
时尚操舞表演 

 
学生作品上央视 

 

 
第十届诗文朗诵大赛获奖学生 

安吉校区军训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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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培养的教官 

 
独立组织军训 

 

学生工作 

浙江科技学院安吉校区的建设和使用是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重大举措。为加大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改革力度，借鉴国内外知

名高校 “书院制”建设与实施经验，结合学校实际，在原有专业制、

班级制基础上决定在安吉校区尝试与探索“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  

安吉校区书院制的运行以中发 16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及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关于深入开展学校文明寝室建设的通知》为指导，深入贯

彻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体系为核心，以形

成优良学风、优良校风和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学生自我管理、自

我教育和自我发展为导向，坚持打造从教学区向生活区转移的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及管理服务平台，努力培养拥有高雅气质，具有文明素质，

具备整洁、活力、阳光特质的科院学子。 

安吉校区融合传统文化精髓与安吉地域文化特色，对应现有 6 幢

学生公寓，以“竹”为主要文化元素，设置并命名 6 个书院，分别为

新竹书院、劲竹书院、雅竹书院、翠竹书院、秀竹书院和怡竹书院。

书院紧紧围绕学生的素质教育及日常管理，高度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为学生心智和体魄的成长、素质和能力的增强、学业和实践

的精进提供广阔空间，内容涵盖新生素质提升、领导力培养、社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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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生涯规划、心理健康、党团建设、科技创新、文体活动等,初步

开创了书院“一院一品”的校区文化建设新格局。 

校园文化 

安吉校区以“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的创新等为基础，着力打造

高雅、独特、国际化的校园文化氛围。 

 

 
    开学新生接待新生 

 
    安吉校区首届运动会开幕 

 
    好莱坞世界电影名曲 2015新年交响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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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吉校区首届“竹海新秀”文化节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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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吉校区首届书院文化节 

 
    2014 级新生开学典礼 

 
    “语艺青春”话剧专场《无人生还》 

 
    “竹韵流年”民族音乐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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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海新秀•梦想青春”安吉校区新年晚会 

 

学风建设 

安吉校区重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倡导规范与自律相结合；

注重教师引导与学生自治并重，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在学风建设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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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治及管理作用；看重书院制与导师制强强联合，使始业教育贯穿

学风建设始终。 

 
    校区学生听讲座 

 
    诚信考场 

 
    导师见面会 

 
    朋辈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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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早读课 

 
    学生自习 

多彩书院 

书院围绕通识教育和学生的素质拓展搭建各类引领平台，包括启

航计划、专长计划、舒心计划、悦读计划等。通过书院讲坛、训练营、

沙龙等，形成教师适度引导、学生充分参与的师生互动局面，加强学

生在学科竞赛、生涯规划、团队合作、心理成长、体育健康等方面的

素质拓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各书院积极打造“一院一品”，努力

开创书院“百花齐放，成果共享，聚点成面，服务全局”的新局面。 

新竹书院 

以 “国际文化”为品牌，以“中德文化”为主线，以 “提升国

际交流能力，开拓国际视野”为宗旨，服务学生“走进新竹，走向世

界”。  

建设 “世说”国际文化论坛，开拓学生国际视野，开办“新语”

咖啡吧，以“自建、自管、自运行”模式管理，为师生提供免费咖啡，

倡导外语交流，传播咖啡文化，打造校内一流外语交流环境，提升学

生国际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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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论坛 

 
    德语角 

 
    新语咖啡吧 

劲竹书院 

  以“科技文化”为品牌，以“开展科技创新，激发科学兴趣，提

升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培养“刚劲有为，精于科创，永争上游”

的科院学子。  

  成立“精英俱乐部”、“ACM编程兴趣小组”等学生科技兴趣小组。

邀请校内外在学科领域有专长的教师和团队来安吉校区传道授业。激

发学生参与学科竞赛兴趣，服务学生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等，有效配合

学校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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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俱乐部—机器人展示 

 
    精英俱乐部—赛车展示 

 
    劲竹书院学生活动 

雅竹书院 

以“传统文化”为品牌，以“培养博雅、守正、笃实的人文素养”

为宗旨，引导学生继承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开设“博雅论坛”，与博学多识的学者交流传统文化；建设“博

雅茶艺阁”，领略茶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美；开设“竹汐雅集”朋

辈课堂，以古代文人墨客的“雅集”形式传承优秀古典文化；以 “竹

墨书香”悦读计划促进学生对读书的兴趣，邀请文人学者作为悦读计

划导师，以微讲堂形式和学生交流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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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汐雅集汉服情 

 
    博雅论坛 

 

 
    雅竹书院学生活动 

翠竹书院 

以“实践文化”为品牌，以“引导学生知行合一”为宗旨，重视

社会实践教育，培养学生宽广的社会视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成立“知行堂”，引入优质的社会教育与实践资源，通过开设沙龙、

讲座、组织认知实践等活动，拓宽学生社会视野，并为有一技之长的

学生提供锻炼与发展平台；成立 “社会实践中心”及各类“实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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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为同学提供校内外实践机会，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开展社会

公益活动，增强社会责任感。 

 
    为患病学长绘画筹款 

 
    笑脸计划支教活动 

 
    “知行堂”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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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竹书院学生活动 

秀竹书院 

  以“德育文化”为品牌，以“秀德、秀言、秀行”为宗旨，从思

想、言谈、行为等方面将德育教育目标具体化。  

  建“阳光导师”库，开设“阳光论坛”，成立“阳光青年训练营”

构建“阳光雅舍”等，引导学生“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倡导亲和、

互动的教育及训练方式，激发大学生潜在正能量，培养“整洁、活力、

阳光”的科院学子。 

 
    阳光青年训练营 

 
    阳关心情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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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读沙龙 

怡竹书院 

  以“创业文化”为品牌，以“指导学生设定生涯规划，培养学生

创业能力”为宗旨，对大学生活及未来发展作出清晰定位，为创新创

业打下坚实基础。  

  开设“怡新”、“怡业”沙龙，举办大学生系列职业生涯规划讲座，

注重大学生创业思维及能力的培养，举办生涯规划大赛等，引导学生

重视生涯规划，培养学生职业意识，为人生启航，为发展引路。  

 
    怡新怡业沙龙 

 
    职业与创业大赛作品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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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学怡用技能培训 

青春活力的导师队伍 

青春活力的思政导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同生活，在书院开展育

人工作，将思想政治教育、素质教育、党团建设、学风建设、文化建

设、成长辅导、帮困助学等工作做进学生公寓。 

阳光整洁的学生骨干 

校区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自律，鼓励学生参与校区及

书院的各项建设与管理工作，使学生在课堂外不断发掘自身潜质，努

力实现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校区学生会 

 
    校区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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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自治管理委员会 

 
    书院管理自律梯队 

 
    书院青年马克思联合会 

管理制度建设。安吉校区在管理上大胆创新，提出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任务，按照“统一领导、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以“系

统规划、适当超前，改革创新、追求卓越”为要求，在确保安吉校区

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和校园稳定的基础上，立足安吉，积极探索安

吉校区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的创新，让其成为教育教学改革的

“试验田”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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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校区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 

推行诚信教育。在诚信教育上，学校除了与学生签订学术诚信承

诺书并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外，还通过举办电子作品竞赛活动，部分

学生自导自制自展小影视作品，进行诚实守信自我教育；推行诚信考

试，学生在诚信考场考试没有监考老师在场，提高学生自我规范行为

的能力；实行听讲座获得创新学分，学生自己参加各种学术报告会议

或听取专家讲座，学习知识后可以自行申报获取创新学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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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除了学习上要求和培养学生守诚信，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求学 

生守诚信，如无人自购纯净和水矿泉水、免费自助咖啡、自动购餐结

算等，学生可以自己取水后自愿放 2元到取水处、喝完咖啡后自愿收

集可回收垃圾以补贴咖啡吧、购买饭菜后主动到自动结算台前结算等

等。 

“四化四无”学风建设。安吉校区提出“四化四无”文化理念，

四化是以“现代化、国际化、高雅化、生态化”为引领，四无以“无

游戏寝室、无手机课堂、无早餐教室、无作弊考场”为要求，推进校

区文化建设。校区通过开展一系列师生优秀艺术作品展、优秀影视作

品展播、民族音乐专场、话剧专场、新年晚会、国际文化展、新年交

响音乐会等活动，提升校园文化内涵，让高雅化艺术、高雅化生活走

进学校，走进每一位学生身边。 

    校区注重国际化校园文化氛围营造。安吉校区各机构、建筑物、

河流、校园内道路等中英文对照翻译，用于制作校园标识、办公室门

牌标识，校园地图等。筹办“中外语言与文化交流系列讲座”。 

 
竹海新秀文化节“竹韵流年”民族音乐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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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节 

书院制建设。安吉校区积极探索建立科院特色的书院制学生管理

与教育模式，结合校区建筑风格，融合传统文化精髓与安吉地域文化，

以“竹”为主要元素，建设了品牌文化导向各异的六个书院，分别是：

代表国际文化的新竹书院、科技创新文化的劲竹书院、传统文化的雅

竹书院、社会实践文化的翠竹书院、德育文化的秀竹书院、创业文化

的怡竹书院。 

倡导学生自我管理。书院自律梯队建设，寝室不断网、不断电自

我管理能力、自我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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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竹书院“笑脸计划” 

 

 
        书院文化节 

    外语教学四延伸。校园广播电台每日定时播放外文内容（名人访

谈、主持人脱口秀、故事、歌曲等），方便学生自由收听。设置学生

自主英语角、免费外语咖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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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书院新语咖啡吧 

导师制、体育俱乐部制。安吉校区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深化

课程教学改革、深化科技竞赛与科技创新、深化思政课程教学改革、

深化实验室课程改革，全面推行首席主讲教师制、选课制、体育俱乐

部制（现在校区所有学生都参加了体育俱乐部选课），探索课程淘汰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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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舞俱乐部成果汇演 

    推进绿色平安校园建设。制定并印发《安吉校区绿色校园行动计

划实施细则》，开展校区节能环保知识宣传，加强环保教育，倡导节

能、环保的校园风尚。加强环保和健康宣传工作，通过网络、短信、

标语等宣传形式，在校内各场所及校园网上营造浓厚氛围，努力提高

全体师生员工的节能环保意识。严格控制杂志期刊的订阅及校内刊

物、印刷品的印发。鼓励环保用餐，提倡光盘行动，杜绝浪费用餐。 

加强控烟宣传和检查。倡导使用环保材料。合理控制空调使用时间和

温度设置。减少办公电器待机能耗，提倡共用打印机。优化教职工班

车运行方案。倡导健康生活，组织形式多样的休闲健康活动。 

后勤保障 

简要概括 

根据学校“系统规划、适当超前，改革创新、追求卓越”的要求，

在安吉校区实行的“统一领导、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模式下，

以“大部制”为原则设置了后勤事务中心。 

后勤事务中心现有员工 180人左右，下设办公室、餐饮部、物业

部三大部门。中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安吉校区餐饮、师生住宿、安全

保卫、教室及设备管理、室内外保洁、水电维修、设施修缮、绿化养

护、文印、收发、会务接待、交通班车、公共事务等后勤保障工作。 

  紧急组建，艰苦创业 

    2014 年 8 月底，通过招聘、借调方式组成十三人后勤核心骨干

队伍，为确保完成学校 9 月 11日安吉校区试运行的重大任务，虽在

杭州、安吉两地紧急招收工作人员，仍各岗位人员缺编严重，同时由

于工期紧张，校区尚处于半施工状态，在 9 月 10日仍水、电、气尚

未全通，全体后勤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于 9 月 11日首先在食堂试运

行成功，为校区的全面启用树立了信心。接着，按照学校“精彩亮相、

万无一失”的要求，在安吉校区启用迎新的六大战役中攻坚克难、战

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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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9 月 11日，以食堂为主的安吉校区试运行成功，标志着

中心闪亮翻开了全新的篇章。 

 
 2014 年 9 月 16 日，圆满完成新校区交接仪式的接待任务 

 
    2014 年 10月 5日-8日，2014 级新生入学的各项后勤保障工作 



 

第 78 页，共 83 页 

 
    2014 年 10月 9日冷餐会、迎新晚会 

 

 

2014年 10 月 13 日新生第一节课 

 

    2014 年 10月 18 日中德工程师学院揭牌仪式 

重保障，树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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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后勤精神，后

勤人团结协作、艰苦奋斗、开拓创新，顺利完成新校区平稳入学的后

勤保障。同时，不断改进，努力探索安吉校区特色后勤保障模式，坚

持以服务师生为主体，树立品质后勤新形象。 

    保障篇 

后勤日常 24小时全天候保障 

 
    全力做好各类活动、赛事的场地布置、水电、医疗、交通、保洁、



 

第 80 页，共 83 页 

保卫、餐饮等后勤保障工作 

 

 
    2015 年 3 月，中心全面迎接省高校等级平安校园检查 

品质篇 

 
公寓服务创新管理，推行“亲情管家”模式，参与书院制的管理

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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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部努力推行全英文服务食堂推行智能校园，引进智能收发

室、食堂智能自助结算，开发服务网站和微信平台 

 
成功举办“我的生活我做煮”“食全食美，品在安吉”两届美食

节，师生共享校园美味 

 

校地合作，中心借助安吉农业县优势，为两校师生供应绿色蔬菜 

固本强基，文化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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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员工坚持“三服务两育人”

工作宗旨，围绕校区“四化四无”的办学特色，致力于建设“固本强

基，打造‘4321’工程”为目标的后勤文化，为校区发挥“试验田”、

“桥头堡”作用提供有力保障。 

以“ISO9001、ISO22000”两个质量认证体系为服务规范 

 
    建设一支真正有战斗力、能创造

特色后勤文化的团队 

 
 

成成立学生公寓自律管理委员会、学生膳食管理委员会，开展“走

进后勤”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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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同乐——校领导、教职员工与在校学生一起包饺子、吃饺子，

其乐融融迎新年 

 

      

开展丰富多彩的员工活动，创建优秀文化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