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级新生入学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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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你于 9 月 8 日按时办理入学手续，如确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入学的，应凭有关证明，向我院招生办公室请假，

假期一般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

二、报到地址：长安校区，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青年路 999 号

三、报到注册时应携带下列材料并交给班主任：

1、录取通知书（内页）、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两份（其中一份在学校统一办理工商银行卡时上交）、本人档案（凭

录取通知书到毕业中学或新生所在地的考试招生机构领取的）。（注意：请新生携带本人档案于报到时交给班

主任，如本人不能携带 , 请邮寄到：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 528 号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招生办公室 电话 0571-

87773018）

    档案非常重要，请在报到时立即交给班主任，不要自己保管，以免遗失。

2、户口迁移证。学生户口迁移自愿。如有意向将户口迁入我院的，请到户籍地办理迁出手续，户口迁往地址为：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 528 号（务必准确）。报到当天在现场将户口迁移证原件交给“户口迁移办理”处，

之后不再受理户口迁入。

    备注：户口迁移证、身份证、录取通知书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必须完全一致。

3、上交 3 张近期个人 2 寸免冠彩色照片，用于新生基本信息表存档（一式三份）；

4、新生团员请携带团员证转接关系。

四、浙江省外新生党员须带县、区级党组织关系介绍信，报到时将介绍信及入党档案直接交至各系党组织；浙江

省内新生党员需通过全国党员信息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转接申请，报到时将入党档案直接交至各系党组织。

五、根据教育部、总参谋部 2013 年 7 月颁布的《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及退役后入学办法》

（教学〔2013〕8 号）的规定，新生应征入伍应于 9 月 20 日前凭《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应征入伍通知书等

材料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并将相关材料邮寄（仅接受 EMS 中国邮政速递的邮件）至学院招生办公室（收件人：

招生办公室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 528 号 邮编：310053 联系电话：0571-87773018），不必到学校交材料。

学校办理后将邮寄到当地政府人武部。退役后凭退役证、录取通知书于 9 月初报到。

六、请关注学院微信公众号“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zime01），在 8 月 1 日 -9 月 8 日，在“我的服务—安全微课”

中完成安全教育前置课程，登陆账号为身份证号，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报到前请关注学院招生网上有关报

到安全注意事项和交通管理安排。

七、考生务必网上登录学院学生一站式服务平台“易班”（ 点击“迎新系统”模块）。苹果与安卓系统在手机

APP 应用市场直接搜索“易班”或浏览器百度“易班”下载。

新同学：

你好！

祝贺你成为浙江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大家庭的一员！为顺

利入学，请仔细阅读本须知。

2、系统开放时间：8 月 28 日至 9 月 7 日（其中“自选寝室模块”需要等普高 ( 包括外省 ) 生源录取结束，进行分

班后划分班级所在寝室，因此选寝室和床位计划于 9 月 5 日 -6 日开放，请留意，可能提前 1-2 天），床位尺寸：

190*90（厘米）。

（2）点击【马上去校方认证】，可以进行校方认证，在该页面填写学校、

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点击【完成】，完成校方认证。继续填写个

人信息，昵称、学校、学院、入学年份。

若认证失败：红点提示 “我的头

像”-“校园信息”-“校方认证—

重新认证”进行红点提示引。

1、易班用户注册认证流程 - 手机 app：

（1）点击【没有账号】，进入注册流程。

输入手机号——输入图形验证码——获取短

信验证码——输入密码。弹窗中输入图形验

证码，图形验证码正确后验证码会以短信形

式发送，点击【下一步】进入完善资料页面。

3、登录方式：新生凭个人帐号登录“易班”平台， 点击“迎新系统”模块，

填写相关信息，以便做好迎新生工作（迎新系统登陆账号为身份证号，密码为

身份证号后六位）。

4、注意事项：

    （1）填写步骤：考虑到 9 月 5 日、6 日选寝室登录人流集中问题，建议新生分时间段登录“易班”-“迎新系统”。

第一时间段：8 月 28 日—9 月 4 日，填写新生基本信息、抵达杭州车站名称、学费缴纳、预约保险和床上用品等；

第二时间段：9 月 5 日—6 日，补填选寝室和床位。

    （2）9 月 5 日—6 日，新生先根据专业，查看分班情况，再找到所在班级的所在寝室楼，进行选择寝室及床位。

新生报到后，若出现寝室入住人数 3 人及以下，将整合到 4 人 / 间（长安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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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收费一览

备注：

1、代管费：教材费按学年结算，多退少补。

2、长安校区住宿费为 1600 元 / 学年 , 具体寝室安排由学生网上选择与学校调配相结合。

十、新生报到自愿缴费购买以下物品或项目：军训服、运动服各 1 套；新生床上用品；学生保险，保障范围为意外

医疗和大病住院医疗。以上用品需要在“易班“—”迎新系统”中提前预约，便于提前做好服务。

十一、新生住宿费按学年收取，具体寝室由学院统筹安排。长安校区寝室配有独立卫生间、组合家具、空调、热水器、

自助洗衣等设施。

十二、为方便学生就餐及日常业务办理，学院统一为学生办理校园一卡通（可设置自动圈存功能），该卡与工行灵

通卡（该卡三年内免收年费）绑定，可用于存取款业务，该卡在新生报到时领取。

十三、为进一步完善杭州市医疗保障体系，保障在杭高校大学生的基本医疗，根据《杭州市基本医疗保

障办法市区实施细则》（杭政办〔2017〕6 号）有关规定，杭州市行政区域内各类高等学校的全日制学

生可参加杭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大学生医保），大学生医保参保工作由高校统一办理

参（续）保登记手续。入学后参保学生会发放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险证历本。

参加大学生医保的学生在杭州看病需要“证卡合一”，即证历本、市民卡（医保卡）。为保证我院大学

生正常享受医保待遇，有参保但尚未持有杭州市民卡的学生可在 9 月入学报到后通过手机杭州市 . 市民

卡 APP，线上进行市民卡办理。（市民卡类型为成人市民卡；申领区域请选择杭州主城区；金融卡即有

合作银行带金融功能或非金融卡可自行选择；领卡方式可在领卡网点领卡或选择邮寄 )。

备注：线上市民卡办理选择邮寄方式需个人支付邮寄费用（杭州市外浙江省内收费 20 元），如有学生不

选择线上办理，可至杭州各市民卡网点进行办理或通过上门服务单位进行申领 ( 通过上门单位服务申领

领卡时间相对较长 )。

十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黑色水笔或者钢笔填写，不得涂改。

各项目填写完整）。

学费（元 / 学年） 教材费（元 / 学年） 住宿费（元 / 学年） 合计（元）

1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7500 600 1600 9700

2 数控技术 7500 600 1600 9700

3 模具设计与制造 6600 600 1600 8800

4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6600 600 1600 8800

5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6600 600 1600 8800

6 机电一体化技术 7500 600 1600 9700

7 应用电子技术 6600 600 1600 8800

8 电气自动化技术 7500 600 1600 9700

9 智能控制技术 6600 600 1600 8800

10 工业机器人技术 6600 600 1600 8800

11 汽车电子技术 6600 600 1600 8800

12 汽车营销与服务 6600 600 1600 8800

1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7500 600 1600 9700

14 汽车智能技术 6600 600 1600 8800

15 计算机应用技术 6600 600 1600 8800

16 计算机网络技术 6600 600 1600 8800

17 物联网应用技术 6600 600 1600 8800

18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6600 600 1600 8800

19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6600 600 1600 8800

20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6600 600 1600 8800

21 国际贸易实务 6000 600 1600 8200

22 会计 6900 600 1600 9100

23 电子商务 6000 600 1600 8200

24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6000 600 1600 8200

25 市场营销 6000 600 1600 8200

26 工业设计 6600 600 1600 8800

27 艺术设计 9000 600 1600 11200

28 产品艺术设计 9000 600 1600 11200

29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澳） 15000 600 1600 17200

30
国际贸易实务（跨境电商方向）
（中澳）

14000 600 1600 16200

31 物联网应用技术（中美） 15000 600 1600 17200

32
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技术）
四年制

5500 600 1600 7700

33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
（模具设计与制造）四年制

5500 600 1600 7700

项  目      

专 业 名 称

	

缴费须知

一、缴费时间： 8 月 15 日 — 9 月 8 日

二、缴费方式 

（一） 全国性缴费方式

1、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 http://www.zjzwfw.gov.cn/。政务网缴学费（需全额缴费）缴费方式可使用网银在线缴费、

支付宝扫码支付等方式。方法详见后面政务网缴费流程，如使用 360 浏览器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时请使用极速模式。

八、接站服务：

报到当日 8:00 至 16:00，学院在高铁海宁西站、火车杭州东站、九堡杭州客运中心站均安排车辆接站。特别提醒，杭州城

站火车站下车的同学可乘坐地铁一号线（前往临平或下沙方向），到“杭州东站或九堡杭州客运中心站”下车出站。届

时出口处将有学院志愿者提供引导服务，换乘学院的接站车。请新生及时登录“易班”-“迎新系统”模块选择好抵达车站，

以便学院更好服务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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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温馨提示

1．根据政府新文件要求，学费发票采取按需开票，如有需要的同学开学后第二周可到长安校区财务报销大厅办理。

2．有特殊情况的学生可选择来校刷卡缴费或现金缴费，原则上不办理现场缴费。

3．新生缴费后，当场核对缴费回单（身份证号、姓名、金额）正确与否并妥善保管。

4. 新生到校后，学校将统一为每位新生办理在校期间免年费的工行借记卡，该卡主要用于奖助学金、困难补助金的发放。

5．如学生有其它特殊事项，请到计划财务处咨询。

四、各种缴费方式流程介绍

（一）浙江政务服务网缴费操作流程

4、填入正确身份证号或者学号进行搜索

	

5、核对信息，点击“确认缴费”  6、按需选择缴费方式，请保留好“浙

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电子交款凭证”。

（二）手机支付宝缴费操作流程

	

	

1、打开支付宝首页，搜索“公共支付” 2、直接跳转到以下界面，选“按执收单位” 

	

3、按图在栏内填写信息 4、选择身份证或学号进行查询

	 	

1、登录 http://www.zjzwfw.gov.cn/  

     选“统一公共支付平台”

 2、点击“按执收单位” 3、按图填写信息  

2、手机支付宝客户端缴学费（需全额缴费），方法详见后面的手机支付宝缴费流程。特别提示：使用支付宝缴费如遇银行卡每

天转账金额限制，可分多天多次将钱转入支付宝账户余额（非余额宝），缴学费时付款方式选账户余额。

3、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缴齐学费或需要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等特殊情况的新生，请登录 http://xfjf.zime.zj.cn:8828/yxt_jdbc 进行部分

缴费，报到注册时需先办理绿色通道申请审批表，同时将一份表格交于计划财务处。（要求全额缴清其他费用、代管费和住宿

费三项费用，学费缴费金额可自行修改）

（二） 浙江省内学生工行柜台缴费方式（可选择部分缴费）

注意：必须注明学校代码 12020734，否则缴不进学费（不收取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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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普通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指南

浙江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网址：http://xszz.zjedc.com  电话：0571-88008845/88008844

	 	

5、根据金额完成学费支付，可点开“查看明细”核对信息。请保留好“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电子交款凭证”。

（三）网上学费部分缴费操作流程

1、部分缴费人员登录网址 http://xfjf.zime.zj.cn:8828/yxt_jdbc  新生登录用户名：身份证号，密码：身份证后 6 位。

	

2、进入点击“网上缴费”，其他费用、代管费、住宿费三

项费用需全额缴清，学费可自行修改金额缴费

	

3、确认信息后缴费，请保留好“浙江省政府非税

收入电子交款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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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贷款申请须知

一、生源地助学贷款：

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开办生源地助学贷款业务，具体是：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山东省（含

青岛市）、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

各省市的申请及办理要求可能会有所不同，详细情况请咨询当地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或县教育局。

生源地助学贷款流程

阶段 事项 内容

申请

申请时间 每年 9 月初前

申请人 学生本人及家长

申请部门
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或教育局）

浙江省由当地农信社直接受理

申请金额 每年不超过 8000 元

申请材料 录取通知书及当地申请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审核

金融机构审核
当地经办金融机构对申请材料，

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等进行审核。

就读学校审核
9 月份开学报到后，将《生源地助学贷款回执单》交学校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审核。

放款

放款时间 当年年底前或下一年年初

放款方式 当地部门放款到学校账户，抵扣学生当年所欠学费。

还款
按贷款合同约定，毕业后分期偿还本金及利息并承担法律责

任，违约责任与就学地助学贷款相同。

按照有关政策要求，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顺利获得助学贷款，开办生源地助学贷款地区的学生请在入学前先

向当地相关部门申请生源地贷款，如申请不通过再到学校申请就学地助学贷款。

阶段 事项 内容

申请

申请时间 每年开学（大约在 11 月）

申请人 学生本人

申请部门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申请金额 每年不超过 6000 元

主要申请材料
父母签字的助学贷款确认书、

《经济困难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

审查

在校表现、家庭经济情况核实
审查申请贷款学生的品行表现、学习成绩，通过当地民政部门、

班内同学等渠道核实家庭经济情况。

联系学生家长
在校表现及获得资助情况、贷款申请情况等与学生家长进行沟

通。

审核 银行审核 审核家庭经济情况、父母签字情况及其他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放款

放款时间 下一年度 6 月份前

放款方式 银行放款到学校账户，抵扣学生所欠学费。

二、就学地助学贷款：

就学地助学贷款是通过学院向学院当地银行申请的助学贷款，在校期间享受财政贴息，贷款利率为国家基准利率，当

前贷款年利率为 5.35%。每学年第一学期为申请、审查阶段，银行审批、放款一般在次年。

就学地助学贷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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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项目 保险责任说明

意外险

意外伤害残疾 / 身故 校园内、外发生的意外身故 / 残疾保额 55 万

意外烫伤、烧伤 被保险人因意外烫伤、烧伤的，按照比例给付全部或部分保险金

疾病险

疾病身故 疾病身故保额 20 万

规定病种门诊医疗 罹患符合门诊大病范围的门诊

意外医疗

参加医保并先行通过公费医疗、社会医疗保险和其他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先行
报销的被保险人无免赔、给付比例 100%；未参加或未通过公费医疗、社会医
疗保险和其他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先行报销的被保险人免赔 100 元，给付比例

80%，最高赔付 5 万元。

重大疾病 罹患规定重大疾病一次性给付

医疗险 疾病 / 意外住院医疗

限有医保学生；未参加或未通过公费医疗、社会医疗保险和其他费用补偿型医

疗保险先行报销的被保险人，在符合医保规定范围内分级累计比例给付，赔

付比例：100 元至 1000 元部分 50%；1000 元至 5000 元部分 60%；5000 元至

10000 元部分 70%；10000 元至 30000 元部分 80%；30000 元以上部分 90%，

最高赔付 10 万元。

注：学平险保险期限按学生学制投保，如：二年制保险期限为二年，三年制保险期限为三年，四年制保险期限为四年。

贷后管理

日常监督
如学生有不良在校表现，或发现在贷款申请中弄虚作假的，银

行有权提前收回贷款。

毕业确认 未结清贷款的学生必须办理贷款确认手续后才能毕业离校。

还款

还款时间 毕业后第二年开始还款，还款期约为 3-5 年。

还款方式 每年 2、5、8、11 月各还一期。

违约责任

借款人未按期偿还贷款构成违约，违约情况记录在中国人民银

行个人信用报告中，影响借款人今后通过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业

务。违约期内，银行还要对贷款本金总额加收相当于贷款利率

50% 的罚息。借款人及其家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大学生医保补充商业保险保障方案

致大一新生的一封信

各位同学：

你们好！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浙政办

〔2009〕23 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的通知》（杭政〔2013〕68 号）和

《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主城区实施细则》（杭政〔2017〕6 号）等文件。杭州市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类

全日制高等学校（包括民办高校）、科研院所中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研究生按

属地管理的原则参加杭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其中，在杭就读的外籍留学生、已参加本市社会保险

任一险种和省、市、区子女统筹公费医疗的本市区户籍学生不纳入本办法保障范围。

大学生参加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大学生医保）是政府主办的，以保障参保大学生基本

医疗为目的，由政府补助为主、个人适当出资，门诊和住院统筹的非营利性社会保险。大学生缴纳的医保

费全部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经办机构不得从中提取任何费用。

大学生医保没有任何“门槛”。大学生参保不需要事先体检，符合参保条件的各类学生均可参加城居医保，

因病休学但仍保留学籍的大学生也可继续参加大学生医保。

大学生医保保障没设封顶线。大学生医保住院统筹基金支付不设最高支付限额，可以较好地缓解那些

长期患病和患重大疾病大学生的经济负担。

在杭高校就读的大学生，不论是否为本市户籍，也不论所在高校的隶属关系、办学性质如何，均可参

加大学生医保，享受同等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持有二级及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县级及以

上民政部门出具的《困难家庭救助证》（含低保证）的学生，其个人应缴纳的医保费还可由财政全额补贴。

大学生参保后就医结算十分便捷。每年入学的新生，在规定时间内参保后，从当年 9 月 1 日起就开始

享受待遇，没有免赔期的限制，即参保即享受。参保后的大学生不再限定在校办医院或少数合同医院就诊，

可以在市区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内进行住院治疗及门诊医疗，且无需个人预先全额垫付医疗费。

杭州市大学生医保财政补贴力度大，体现了政府的责任。大学生医保费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240 元，

其中财政补贴 180 元，学生个人缴纳 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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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习的需要，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智能控制技术和自动化（四年制）

5 个专业新生需自备电子电路制作调试工具一套，具体要求如下：15 寸工具箱一只、5 寸水口钳一把、尖嘴钳

一把、剥线钳一把、100mm 和 75mm 一字螺丝刀与十字螺丝刀各两把、电烙铁一把、镊子一个、吸锡器一个、

烙铁架一个和万用表一只。

注：1. 工具购买应考虑质量，下表提供了工具指标参考方案（附参考图片），供新生选择工具时借鉴。

      2. 若新生需要到校后购买，可在报到时提出需求，系里可协助联系供货商。

通   知

项目 名称 参考型号 参考价格（元）

1 塑制工具箱 15 寸 ¥21.50

2 TGK5 寸电子水口钳 TGK-8221 ¥11.00

3 得力尖嘴钳 DL2106 ¥9.00

4 TGK 剥线钳 TGK-8041 ¥15.00

5 得力 4"5*100 的一字螺丝刀 65-181-0-23 ¥4.00

6 得力 4"5*100 的十字螺丝刀 65-158-0-23 ¥4.00

7 得力 3"3*75 的一字螺丝刀 65-187-0-23 ¥2.50

8 得力 3"3*75 的十字螺丝刀 65-163-0-23 ¥2.50

9 TGK30W 无铅电烙铁 TGK-LF30 ¥27.00

10 TGK 磨砂镊子 TGK-TS13 ¥6.50

11 烙铁架 金属底盘 ¥7.00

12 TAK 吸锡器 TAK-213 ¥5.00

13 优利德掌上型万用表 UT33D ¥45.00

总    计 ¥160.00

* 注：表中所列价格仅为参考价格，实际购买价格以最新报价为准。

图1 塑制工具箱 图 2 TGK 水口钳 图 3 得力尖嘴钳  图 4 TGK 剥线钳 图 5 得力一字螺丝刀 图 6 得力十字螺丝刀

 图 11 TAK 吸锡器图 10 优利德万用表 图 9 金属烙铁架 图 8 TGK 扁口镊子 图 7 TGK 电烙铁  

附件：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样表） 
 
学校：            院系：       专业：         年级：         班级：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籍  贯  

身份证

号  码 
 

家庭

人口 
 手机号码  

家庭

通讯

信息 

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家长手机号码       

家
庭
成
员
情
况 

姓名 年龄 
与学生 

关系 
工作（学习）单位 

职

业 

年收入

（元） 
健康状况 

       

       

       

       

       

       

特殊

群体

类型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是 □否；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是 □否； 

特困供养学生：□是 □否；孤残学生：□是 □否；烈士子女：□是 □否；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是 □否。 

影响

家庭

经济 

状况

有关

信息 

家庭人均年收入        元。 

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                 。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                   。 

家庭成员因残疾、年迈而劳动能力弱情况：                                            。 

家庭成员失业情况：                    。家庭欠债情况：                            。 

其他情况：                                                              。 

个
人
承
诺 

承诺内容： 
 
 
 
 
 

学生本人

(或监护人)

签字 

 

注：1.本表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可复印。 
    2.学校、院系、专业、年级、班级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填写。 
    3. 承诺内容需本人手工填写“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资料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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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 2019 级新生，您好！

欢迎您前来我系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学习、深造！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是国家示范建设院校中央财政重点建设专业，浙江省普通高校“十二五”、

“十三五”优势专业。我系自 2013 年开始设立“中德合作机制专业胡格教育模式”实验班（简称“中

德班”），引进德国先进的“学、做、练”一体化的机械制造专业项目教学体系，强化专业技术应

用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独立学习能力等综合能力培养，毕业生深受企业好评。

本专业组建三个由教授、高级工程师、全国技术能手领衔的中德班教师团队，全面负责“中德班”

一至三年级的总体教学和日常管理，形成教师是学生学习陪伴者的教学与管理方式，建立良好、紧

密的师生关系。

“中德班”是全校唯一配置有专门的“学、做、练”一体化教学工场的班级，学生在三年理论

学习过程中，同步制作三个不同要求的机械装置。学生在机械测绘、设计、加工、装配、调试等高

强度训练中，学习本专业所需的理论知识（大专）和职业技能（技师应知与高级工应会），并在二

年级参加浙江省、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选拔赛。

申请条件：1. 2019 级普通高中生源新生；2. 热爱机械类职业；3. 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和团队合

作意识。

有意愿参加该“中德班”的同学，请填写反面的“中德合作机制专业胡格教育模式实验班选拔

申请表，于 8 月 25 日前将申请表拍照以附件的形式发到邮箱 447956756@qq.com，因名额有限（一

个教学班不超过 40 人），我们将择优录取。

注：1. 学杂费等与普通班相同，无额外收费。

      2. 该班级只在教学模式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方法，无德国文凭。

      3. 录取结果可在报到当天从班级名册中查询。

      4. QQ 咨询群：机制专业中德班咨询群 867624220   李老师、金老师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技术系

关于中德合作机制专业胡格教育模式实验班选拔的通知

姓    名 性    别

照片毕业学校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健康状况

家庭住址

高考成绩
语文 数学 英语 选考科目（名称） 总分

高中阶段

主要荣誉

特长

爱好

学生意见

 学生签字：

家长意见

 家长签字：

中德合作机制专业胡格教育模式实验班选拔申请表

注：请将签字的申请表以照片（电子）形式在 8 月 25 日前发邮件到 447956756@qq.com，

原件（本人和家长签字）请于报到当天交至报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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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招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普高生源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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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0571-87773018 86888207   

招生官网｜ http://jdzsw.xihuju.com

学院官网｜ http://www.zime.zj.cn

交通方式｜可登陆招生官网页面底部进入”交通方式”栏目，查询长安校区交通方式。
“机电招生”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