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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省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省应用型建设试点示范学校
浙江省首批通过省级规范设置验收的独立学院
武书连 2022 中国独立学院综合实力全国第 13、浙江省第 3

培养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人才
学院概况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
院（前身为浙江林学院天
目学院）， 是由浙江农林
大学 （前身为浙江林 学
院）于 2000 年创办，经浙
江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全日
制本科独立学院，2013 年
迁址诸暨办学。 学院共设
置 33 个本科专业， 涵盖
经、法、文、理、工、农、管、

艺等八大学科门类。 学院
有省市一流学科、 重点学
科共 6 个； 有省级及以上
重点、新型特色、一流专业
等共 10 个；拥有共享院士
2 名，国家“万人计划” 领
军人才 1 人， 全国优秀教
师 1 人， 省市各类人才计
划、名师等 50 余人。 面向
全国 16 个省 （市、 自治
区）招生，目前在校生总
规模达 8000 余人。

特色培养
1、 充分的专业选择机会：学
院实行宽松的选择专业政策，给
予学生前四个学期在全院范围内
申请转专业的机会 （艺术类、专
升本、 单考单招和普通类不允许
互转）。
2、完善的奖助体系：学生可
申请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
金、国家助学金。 学院设有新生圆
梦助学金、暨阳英才奖学金、优秀

学生奖学金等多种奖助学金；开
通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困难补助、
勤工助学、 社会力量资助等学生
资助体系， 对困难地区困难学生
实施倾斜政策。
3、个性化人才培养：以培养
复合型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
标，突出第四学年学生职业发展；
开办中国大唐袜艺学院、 中国珍
珠学院等产业学院培养创新创业
素养； 要求所有学生必修游泳课
以增强体育素养； 设有国际化教

育奖助学金， 并与英国考文垂大
学等 10 余所海外高校开展学分
互认、本硕连读、研究生联合培养
等国际化教育合作项目。
4、优质的学习空间：全空调
的教室、 标准化的宿舍为学生学
习生活提供舒适环境；承接 CBA
的篮球馆、现代化的游泳馆、大气
的网球馆为学生提升体育技能和
参与高规格体育赛事提供机会；
承担亚运会场馆壁画的大师工作
室带你感受色彩美育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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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浦阳路 77 号
咨询 QQ 群：232999285
热线：0575-87760666
学院网网址：http://www.zjyc.edu.cn/
招生网网址：http://zs.zjyc.edu.cn/

云南省重点建设院校
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国家计划内统一招生

又好又快发展，实现质的飞跃
学校简介
云南三鑫职业技术学院
是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国
家教育部核准备案，国
家计划内统一招生，具
有独立颁发国 家 承 认
学历文凭资格 的 全 日
制高等职业院校。 学校规
划占地面积 1300 余亩， 投资
规模 14.6 亿元。 现有教师 400
余人， 副高以上职称教师 68
人，在校学生 9000 余人，面向
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江西、
河南等省区市招生。
2021 年，在“互联网 +”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学校
参加比赛第一次获全国铜奖，
两次次获省金奖，实现了三连
冠。 同年，经共青团云南省委
考核，学校团委在年度检查工
作中被评定为“好” ，是全省
唯一一所获得最高等级评定
的民办专科院校；2021 年州教
育工委对学校党
风廉政

建设工作考核中，学校被评为
优秀。
学校又好又快发展，实现
了从开办建校到加速发展的
飞跃。 截至目前，学院获准开
设的专业有护理、药学、医学
影像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
建筑工程、工商管理、学前教
育等近 40 个。 其中护理、汽车
检测与维修、建筑工程、供用
电技术、学前教育等专业就业
率高，是学院的主干专业。

学校特色
专升本工作
学校历来重视学生的学
历提升工作，一方面，成立专
升本考试中心，利用课余和双
休日时间组织学生进行全日
制“专升本” 系统培训，对有
需求的同学提供良好的平台，
大幅度提高了升学率。
几年来，该校全日制“专
升本” 升学率均在 80%以上。
另一方面，与本科院校有效对
接，实行专本套读，实现毕业
就可同时获 得 专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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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科毕业证，为毕业生更好
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订单式培养
学院坚持走出去、请进来
的办法，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紧
密合作，产教融合，合作办学。
与鸿翔药业有限公司、文山正
元地理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云南白药集团等多家企业
签订 “订单式合作培养” 协
议， 共同开发专业教学课程，
共同审定人才培养目标，为企
业对口培养急需的专业技术
人才。
加强校外实训实习基地
建设，把人才培养“一揽子”
工程统筹起来， 对汽车修理、
建筑、供用电等专业学生实行
“厂中教、厂中训” 的人才培
养模式，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实现学生毕业与就业 “零距
离” 接轨。
精准就业
坚持把就业工作作为
“
一把手” 工程来抓，作为
检验和衡量办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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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重要指标。 以就业为导
向，始终把就业指导、就业培
训、就业推荐以及毕业生就业
率纳入学院工作重要内容。
加大投入力度，拓展就业
渠道， 搭建就业信息平台，举

办校园招聘会，引进企业与学
生面对面洽谈，建立就业指导
咨询中心，广泛开展就业服务
活动，实行多元化就业，以提
升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2021 年，学院应届毕业生共有
2439 名，就业率为 9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