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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学院：大海边的欧式校园

她铺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高等教育
纺织专业的首块基石，她孕育了首届“全国
道德模范” 获得者徐伟， 她为火箭编织的
“外衣”成功将“嫦娥”送入太空，她研制的
膜分离技术确保了汶川地震灾区人民及时
喝上干净、健康的饮用水，她集人文、绿色、
生态、节能于一身，湖光秀色，风景旖旎，中
西合璧，鸟语花香，她就是天津工业大学。

从1912年纺织工程学科的前身———机
织科诞生，历经百年沉淀，天津工业大学
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工、理、文、
管 、经 、法 、艺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工业大
学。 “严谨、严格、求实、求是”的校训，是天
津工业大学最宝贵的精神积淀。 学校下设
16个学院， 拥有全日制在校生28000余人。
总占地面积约18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76万平方米。

学科是学校教育教学的灵魂。 天津工
大一直把学科建设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优化整合学科资源， 进行创新平台建设，
组建科研创新团队，构建国家、天津市和
学校三级重点学科的分层次学科建设布
局。在2013年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学
校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位列全国第二。 学
校现有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6个二级学科
博士点 （含8个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博士
点）、20个一级学科硕士点、78个二级学科
硕士点（含9个自主设置二级学科硕士点）
和4个专业硕士学位点（含15个工程硕士授
予领域），设有3个博士后流动站。 拥有1个
国家重点学科、7个天津市重点学科、3个天
津市“重中之重”学科、1个天津市重点发
展学科；1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
育基地，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5个天津市
重点实验室，2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学
校现有59个本科专业，其中6个国家级特色
专业、15个天津市品牌专业、6个天津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涵盖工、理、管、
文、经、法、艺等7个学科大类。

教研相长、学能并进。学校在2003年教

育部首轮本科教学评估中获得优秀。 学校
坚持育人为本 ，积极推行 “分层次 、个性
化、厚基础、重实践、开放式”的人才培养
模式， 大力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
划、卓越管理者培养计划、拨尖创新人才
培养计划、 优秀经济类人才培养计划、卓
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 国际交流开放计
划、 卓越创业人才培养计划等7大特色人
才培养计划，6个专业入选教育部“卓越工
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在专业建设、课程建
设、教学管理、质量监控等方面不断进取。
培育出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6个、 国家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2门、 国家精品视频公开
课1门、国家级教学团队2支、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2个、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1个、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
中心建设单位9个、 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
践教育基地2个、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
育基地1个。 学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
建立150余个综合性校外实习实践基地。

各种高水平的学术报告、沙龙、社团活
跃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思维在这里碰撞，
思想在这里闪光，大学的气质在这里生成。
半个多世纪以来， 这里培养毕业生将近10
万人，奔赴祖国各地，遍及五洲四海。 2009
年学校被教育部评为首批 “全国毕业生就
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仅50所），2012年被
天津市教委评为首批 “天津市普通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与就业工作示范校”。

近年来，学校承担和完成了国防高科
技、国家攻关、“863计划”、“973计划”、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火炬计划等省部级以
上科研项目近千项， 连续7年获得国家科
技奖，拥有国际、国内发明专利等500余项，
多年来年到位科技经费均保持在1亿元以
上。 学校产学研结合走出特色之路，形成
了以纺织复合材料、 中空纤维膜分离技
术、特种功能纤维材料、纺织油剂助剂、半

导体照明与材料、 机电设备集成制造等研究
为特色的科研优势， 多项科研成果被成功应
用于节能环保、 新材料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国防高科技产业。 2012年，天津工大膜天
公司在深交所创业版成功上市， 走出了一条
校企发展的新路。

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 学校现
有专任教师近1700名， 其中具有高级职称人
员近800名，特聘两院院士和国外兼职教授50
余名， 拥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
员、教育部院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教育部
学科建设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家
级突出贡献专家、“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 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等高层
次人才60余名。

一流的教育教学条件， 让工大师生有了
更好施展才华的舞台。 7.5万平方米的公共教
学楼让学生们上自习不再一座难求；2.1万平
方米的工程教学实习训练中心每年可为6000
多名学生提供工程训练服务， 并可同时容纳
近500人进行各种课外科技创新活动；具备国
内一流水平的图书馆可满足图书借阅、 资料
查询和自习的需要， 同时还专门辟出小组讨
论区供师生使用； 规模庞大的科研中心汇聚
了各学科高水平实验室、研究中心，是科技创
新的沃土；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大报告厅，具有
同声传译的功能， 外籍专家可以在这里开展
无障碍的学术研讨活动； 艺缘活动中心集全
校学生校园文化活动、心理健康咨询、学生助
学、 创业项目实践社团活动等多种功能于一
身；由4个体育场馆组成体育运动中心，圆满
完成了承办的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和第
六届东亚运动会的各项比赛项目。

学校与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30多个
国家及港澳地区的60多所高校建立了友好合
作关系，每年选派本科生、研究生到国外留学，
同时接收国外及港澳地区留学生来校深造。

再次扬帆起航， 我们为你注入一路辉煌的新能量

腾飞中的天津工业大学

如果说高中是积攒鲤鱼跃龙门的瞬间能量， 那么大学就是积累
人生财富的重要基地。 再次扬帆起航， 需要持久的新能量， 你的人
生才会有别样的精彩。 来这里， 我们将为你注入今后一路辉煌的新
能量， 这就是天津工业大学， 你积累人生财富的重要基地。

问： 今年天津工大的招生计划和录取规
则怎样？

答：学校2014年面向31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的招生。 学校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录
取批次以当地省、直辖市、自治区安排的批次
为准。

凡高考录取施行平行志愿的省、直辖市、
自治区，执行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相关政
策。未实施平行志愿的省市，学校录取遵循志
愿优先原则。

专业录取以分数优先。 考生在所报专业
志愿均未被录取情况下，对服从专业调剂者，
调到未录满专业；对不服从专业调剂者，作退
档处理。专业志愿不设分数级差。 （注:内蒙古
自治区考生在录取时按照专业志愿清的录取
规则安排专业）

对政策加分考生的录取， 按照教育部规
定的实行属地化管理的原则， 执行考生所在
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主管部门制定的加分
政策和录取规定。

问：学校设置了哪些奖学金？对生活困难
学生有何帮扶措施？

答：学校所设奖学金有：国家奖学金、新
生奖学金、 优秀学生奖学金、 人民政府奖学
金、单项奖学金、企业及名人设定的奖学金。

贫困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向银行
申请贷款支付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贷款政
策按国家有关政策执行。 学校设有勤工助学
岗位，用以帮助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还针
对特别困难学生设立了补助专项基金， 用于
解决特困生经济方面出现的临时困难， 以保
证特困生顺利完成学业。

为保证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暂时交不上学
费的新生顺利入校， 新生报到时， 学校开设
“绿色通道”。 为经济困难新生办理无息借款
交纳学费或依据有关政策给予适当减收部分
学费的手续， 入学后再向经办银行申请国家
助学贷款。

问：学校有没有特殊人才培养计划？如何
申请？

答：目前，学校实施7大特色人才培养计
划。 同时，在3个专业中开设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

作为教育部第二批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的实施高校。 2011年开始试点招生，
2014年学校将继续在纺织工程、 材料科学与
工程、自动化、环境工程、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软件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和非织造材料与工
程专业新生中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
划。2014级新生入校后（软件工程专业入校一
年以后），在自愿报名基础上，按照“入校成
绩、单独出题考试和面试”的方式择优选拔。
按照“3+1”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培养。 单独安
排教师授课与指导。 学校为实验班优秀学生
提供更多的奖学金覆盖面和额度、 相关专业
工程硕士研究生推荐免试名额、 大学生创新
性实验计划等项目的研究机会和国际交流和
国外学习机会， 并优先推荐实验班学生到所
学习企业就业。

2014年， 学校继续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中外合作）、通信工程（中外合作）和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 （商务分析与商务智能管理
方向）（中外合作） 三个专业中开展合作办学
项目。 学制四年。

问：入学后是否可以换专业？学生就业情
况怎么样？

答： 学生入学后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
以换专业， 学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不断提
高。

新生入校后第一学期末， 必修课程成绩
平均学分绩达到75分以上， 且在本专业排名
前30%的学生，由本人提出申请，经考核通过
后，学校可提供一次调整专业的机会。

多年来， 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
以上， 毕业生满意度和用人单位对该校毕业
生整体素质的满意度均达到95%以上。

天津工大2014年招生政策解读传承百年历史底蕴，打造特色高水平工业大学

浙江海洋学院创建于1958年， 是一所
以海洋为特色， 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和
外国留学生、 港澳台学生招生权的全日
制公办本科院校。 学校位于我国首个以
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浙江
舟山群岛新区， 总占地面积2500余亩， 其
中主校区———新城校区占地1000余亩。 学
校下设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等12个二级学
院， 现有教职工1300余人， 其中专任教师
800余人 ， 博士200余人 ， 教授110余人 。
各类全日制在校学生15000余名。

欧式的校园环境
学校新城校区位于舟山市临城长峙

岛， 整个长峙岛是由绿城打造的欧式理
想小镇， 是新区的一张亮丽名片。 新城
校区三面环海 ， 背倚青山 ， 景色宜人 。
校园内充满简欧风情的建筑依山耸立 ，
1600多株樱花点缀于绿意盎然之中， 给这
所历史悠久的大学注入了年轻的活力 。
春天， 百花竞放， 碧波荡漾， 学子们手
不释卷， 倘佯在花海翠绿之中， 琅琅书
声与百鸟争鸣； 夏日， 松涛阵阵， 清风
拂面， 学子们在树荫下畅谈理想， 书生
意气 ， 挥斥方遒 。 学校办学条件优越 ，
拥有数字化的高校图书馆、 实验实训设
施， 欧式风情的教学楼、 完备的生活区
和海岛体色体育设施。 学校教学科研仪
器设备资产超2亿元， 各类藏书近160万
册， 为全校师生的学习、 生活营造了良
好的校园环境。

雄厚的办学实力
学校设有46个本科专业， 其中国家级

特色专业建设点2个 （船舶与海洋工程、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省级优势专业13
个 。 现有1个省重中之重学科 （海洋科
学）、 6个省重点学科 （水产、 船舶与海
洋工程、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水产
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海洋生物医药、 油
气储运工程）， 设有海洋科学、 水产、 船
舶与海洋工程3个一级学科、 11个二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具有8个农业推广硕
士、 1个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领域和同
等学力硕士学位授予权。

学校建有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
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野外实习基地等3个国家级
教学平台， 国家海洋设施养殖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海洋生物种质资源发掘利用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以及17个省部
级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中心等。 2013年
9月， 学校成为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实施高校； 2014年3月， 学校入选入选全
国第二批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成为
我国首个海洋类国家级人才培养示范基
地。 高质量且富有特色的育人环境逐步
形成。

学校历史上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和三等奖各1项、 二等奖2项， 全国科
学大会奖6项； 提出了东海伏季休渔的建
议案并被国家采用。 近年来主持了一批
国家 “863” 计划、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
国家重大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和国家自然
科学、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年度科研经
费达8000万元， 在深水网箱装备制造、 远
洋渔业以及东海传统四大海产资源保护
开发等方面的研究始终处于国内领先地
位， 为我国东海区域海洋专业人才培养、
海洋经济转型升级做出了重要贡献。

优异的育人成果
学校坚守 “一切为了学生、 为了一切学

生、 为了学生一切” 的理念， 整合、 挖掘、
吸引校内外资源， 为学生的成长、 成才创造
条件。

一是形成 “专业成才、 精神成人” 的学
习氛围。 学校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精心打
造独具海洋特色的校园文化 “蓝色之路”，
开设 “蓝色大讲堂”， 承办了 “2011年全国
大学生海岛野外生存夏令营”、 海峡两岸青
年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 浙江省首届海洋
知识竞赛， 以及今年8月即将举行的第三届
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等， 浓厚了
校园文化氛围。

二是学生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 采取
“学校统筹， 学院实施， 项目运作” 的模式
组织开展学科竞赛， 捷报频传。 2012年8月
至今获国家奖6项， 省级特等奖2项， 一等

奖13项。 特别是在 “挑战杯 ” 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 ， 获得国家二等奖1
项， 在全国数学建模竞赛中同样获得全国
二等奖1项 。 在刚刚落幕的浙江省第九届
“挑战杯” 泰嘉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该校
8件作品入围决赛， 获得特等奖2项、 一等奖
2项、 二等奖3项， 实现了 “挑战杯’ 成绩历
史性的突破。

三是推进创业教育， 将创业教育与学风
建设有机结合， 形成了创业教育、 创业演练
和创业实践组成的创业指导模式。 学校设立
了大学生创业基金， 建立 “大学生创业孵化
园”， 开设 “大学生创业演练区域” 供学生
创业演练； 邀请优秀校友企业家、 校内专业
教师担任学生创业导师， 实行 “多对一” 的
指导模式； 建立了 “大学生KAB创业教育基
地”， 并开设SYB创业培训特训班， 对有创
业意愿的同学提供更为系统的创业教育。 同
时， 为扶持学成创业实体企业成长， 学校创

新创业中心筹建了大学生创业投资公司， 不
少学生的创业项目在创业园孵化成功， 引发
了一波大海边的青年学子创业浪潮 。 近年
来， 学校有多支团队的项目获国际级、 省级
奖项， 如在 “学创杯” 2014年全国大学生创
业综合模拟大赛中获特等奖， 是浙江省5支
参赛队伍中唯一获特等奖的队伍。

四是涌现了一批优秀的85后青年学子。
2007年毕业于该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吴琴，
被誉为是继李玉、 徐静蕾等几位大陆女导演
后最具潜力的80后新锐导演， 由她执导的电
影 《从哪来， 到哪去》 5月刚刚上映； 2011
年毕业于海洋技术专业的蓝峰， 已获得了
“浙江省最具潜力创业之星” 的称号， 他创
办的长三角人力资源网， 已成为长三角地区
最具影响力的人力资源类门户网站之一； 今
年6月份即将毕业的段自豪， 因其 “走火入
魔” 般搞科研而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 “段
工”， 在校期间短短1年半获得了10余项专
利， 成为2012年度全国100名 “中国大学生
自强之星” 获得者。

最新的报考资讯
2014年该校面向全国26个省、 市、 自治

区计划招生本科生3878人 （含独立学院本科
1455人）。 有四个亮点： 一是一批招生省份
和人数取得新突破。 海洋科学类 （含海洋科
学、 海洋技术）、 海洋工程类 （含船舶与海
洋工程、 海洋工程与技术、 港口航道与海岸
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含食品科学与
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油气储运工程等8
个专业列入第一批招生， 面向河北、 四川、
内蒙古等9个省份招生418人。 二是中外合作
办学取得新突破。 新增浙江省高校首个涉海
工科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与俄罗斯圣彼

得堡国立海洋技术大学合作举办船舶与海洋
工程本科教育项目， 列入本科第二批次招
生， 高考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100分 （英语
成绩按单科总分150分计， 具体按各省普通
高考实际英语单科总分等比例换算）。 三是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贯彻招生计划向中西部
地区、 贫困地区倾斜的精神。 今年一批计划
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57人， 首次面向省内
地方农村学生招生8人。 四是结合当前海洋
经济发展形势、 以及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
区、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的要求， 新设海
洋油气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两个与海洋经
济发展紧密结合的专业， 以及推行10个 （涵
盖24个本科专业） 大类招生。 实行大类招生
和大类培养有助于避免高考时一次选择专业
的盲目性， 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兴
趣。

2014年该校的招生政策和去年相比， 主
要是调整了第一、 第二专业志愿分数级差。
根据学校2014年招生章程， 学校根据考生高
考文化总分及本人志愿对进档考生实行专业
志愿分数级差为1、 1、 0的办法予以录取
(内蒙古自治区除外)， 即在第一、 二专业志
愿间设置1分的分数级差。 相比2013年设置
的2分的分数级差降低了1分， 这样更加保证
分数高考生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报考该校
航海技术、 轮机工程 （轮机管理方向 ） 专
业， 要求考生无口吃、 四肢无残缺、 听力正
常， 转氨酶正常， 对身高、 视力也有相应的
要求， 并参照交通部行业标准 《海船船员体
检要求》。 对录取普通本科英语专业、 商务
英语专业的， 原则上要求英语单科成绩105
分 （含） 以上。 以上英语成绩按单科总分
150分计， 具体按各省普通高考实际英语单
科总分等比例换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