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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教高教„2017‟29 号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公布浙江省高校 

“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的通知 

 

各普通高校： 

为推动高校专业建设提升水平、彰显特色，促进全省高等教

育内涵发展、特色发展，根据我厅《关于开展高校“十三五”优势

特色专业建设的通知》（浙教高教„2016‟106 号）精神，经学

校申报、专家评议、我厅审核，确定浙江工业大学的建筑学等

200 个本科专业(其中评审类 103 个，备案类 97 个)和浙江医药高

等专科学校的药学等 200 个高职（高专）专业（其中评审类 106

个，备案类 94 个）为浙江省高校“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现予公布（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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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目，旨在改善专业基础条件，

加强专业师资队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专业办学模式，强

化专业社会服务。希望各高校牢固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结

合自身的办学定位和学科特色，进一步培育和凝练专业特色，增

强为特定领域和行业的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能力，加快形成省内

外同层次同类型专业中特色鲜明的骨干专业。希望各特色专业建

设项目负责人切实担负起建设责任，积极探索，加强管理，努力

提高建设成效。入选项目实行动态调整的建设机制，建设中期将

组织开展检查评估，检查评估不合格的建设项目将中止建设计划

并取消建设资格。建设期满将组织终期验收。验收将严格对照项

目建设计划和评价标准，并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价，全面考查建设

任务完成情况。验收通过后授予浙江省普通高校“十三五”特色专

业称号。 

 

附件：1. 浙江省本科高校“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立项

名单 

2. 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

目立项名单 

 

 

                                 浙江省教育厅 

2017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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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江省本科高校“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授予门类 

评审类 

1 浙江工业大学 082801 建筑学 建筑学 

2 浙江工业大学 071002 生物技术 理学 

3 浙江工业大学 080206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工学 

4 浙江工业大学 082503 环境科学 工学 

5 浙江工业大学 050302 广播电视学 文学 

6 浙江工业大学 040104 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 

7 中国计量大学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学 

8 中国计量大学 080702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学 

9 中国计量大学 0827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工学 

10 中国计量大学 030102T 知识产权 法学 

11 中国计量大学 120702T 标准化工程 管理学 

12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0701 药学 理学 

13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1008T 听力与言语康复学 理学 

14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1005 康复治疗学 理学 

15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1001 医学检验技术 理学 

16 浙江中医药大学 120401 公共事业管理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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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温州大学 081001 土木工程 工学 

18 温州大学 120701 工业工程 工学 

19 温州大学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学 

20 温州大学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学 

21 温州大学 030101K 法学 法学 

22 浙江师范大学 070302 应用化学 理学 

23 浙江师范大学 070501 地理科学 理学 

24 浙江师范大学 040201 体育教育 教育学 

25 浙江师范大学 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 

26 浙江工商大学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27 浙江工商大学 0827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工学 

28 浙江工商大学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工学 

29 浙江工商大学 050207 日语 文学 

30 浙江财经大学 020302 金融工程 经济学 

31 浙江财经大学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学 

32 浙江财经大学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33 浙江财经大学 120201K 工商管理 管理学 

34 杭州师范大学 080902 软件工程 工学 

35 杭州师范大学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 

36 杭州师范大学 120205 国际商务 管理学 

37 杭州师范大学 040106 学前教育 教育学 

38 浙江科技学院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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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浙江科技学院 083001 生物工程 工学 

40 浙江科技学院 080207 车辆工程 工学 

41 浙江传媒学院 050306T 网络与新媒体 文学 

42 浙江传媒学院 130404 摄影 艺术学 

43 浙江传媒学院 130310 动画 艺术学 

44 浙江传媒学院 130311T 影视摄影与制作 艺术学 

45 浙江万里学院 071002 生物技术 理学 

46 浙江万里学院 080703 通信工程 工学 

47 浙江万里学院 120903 会展经济与管理 管理学 

48 浙江万里学院 120203K 会计学 管理学 

49 浙江理工大学 080205 工业设计 工学 

50 浙江理工大学 080301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学 

51 浙江理工大学 083002T 生物制药 工学 

52 宁波大学 120901KH 旅游管理 管理学 

53 宁波大学 120601 物流管理 管理学 

54 中国美术学院 130408TK 跨媒体艺术 艺术学 

55 中国美术学院 130101 艺术史论 艺术学 

5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904K 信息安全 工学 

5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20204 财务管理 管理学 

58 浙江农林大学 090101 农学 农学 

59 浙江农林大学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60 温州医科大学 100202TK 麻醉学 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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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温州医科大学 100801 中药学 理学 

62 浙江海洋大学 070703T 海洋资源与环境 理学 

63 浙江海洋大学 100701 药学 理学 

64 嘉兴学院 120203K 会计学 管理学 

65 嘉兴学院 020101 经济学 经济学 

66 宁波大红鹰学院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67 宁波大红鹰学院 120201K 工商管理 管理学 

68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120902 酒店管理 管理学 

69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120204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0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学 

71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050306T 网络与新媒体 文学 

72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101101 护理学 理学 

73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100201K 临床医学 医学 

评审类中应用型试点院校支持专业 

1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2 浙江科技学院 080205 工业设计 工学 

3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学 

4 浙江海洋大学 081804K 轮机工程 工学 

5 宁波工程学院 080208 汽车服务工程 工学 

6 杭州师范大学 080407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工学 

7 衢州学院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工学 

8 温州大学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艺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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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浙江师范大学 130304 戏剧影视文学 艺术学 

10 浙江万里学院 050306T 网络与新媒体 文学 

评审类中教学为主型院校支持专业 

1 嘉兴学院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学 

2 绍兴文理学院 081601 纺织工程 工学 

3 浙江警察学院 083101K 刑事科学技术 工学 

4 台州学院 101101 护理学 理学 

5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工学 

6 浙江传媒学院 120210 文化产业管理 管理学 

7 浙江外国语学院 040107 小学教育 教育学 

8 浙江音乐学院 130203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艺术学 

9 丽水学院 030401 民族学 法学 

10 温州肯恩大学 120205H 国际商务 管理学 

评审类中民办院校支持专业 

1 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 081302 制药工程 工学 

2 浙江树人学院 082502 环境工程 工学 

3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101005 康复治疗学 理学 

4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130504 产品设计 艺术学 

5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050201 英语 文学 

6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050201 英语 文学 

7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120202 市场营销 管理学 

8 温州商学院 120203K 会计学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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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

院 
050201 英语 文学 

10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020201K 财政学 经济学 

备案类 

1 中国美术学院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艺术学 

2 中国美术学院 082803 风景园林 艺术学 

3 浙江工业大学 081304T 能源化学工程 工学 

4 浙江工业大学 080407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工学 

5 浙江师范大学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工学 

6 浙江师范大学 081801 交通运输 工学 

7 宁波大学 08070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工学 

8 宁波大学 080714T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工学 

9 浙江理工大学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工学 

10 浙江理工大学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学 

1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710T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工学 

1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301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学 

13 浙江工商大学 120601 物流管理 管理学 

14 浙江工商大学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 

15 中国计量大学 120703T 质量管理工程 管理学 

16 中国计量大学 070204T 声学 理学 

17 浙江中医药大学 071001 生物科学 理学 

18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0301K 口腔医学 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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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浙江海洋大学 082701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学 

20 浙江海洋大学 081504 油气储运工程 工学 

21 浙江农林大学 071002 生物技术 理学 

22 浙江农林大学 082803 风景园林 工学 

23 温州医科大学 100401K 预防医学 医学 

24 温州医科大学 071102 应用心理学 理学 

25 浙江财经大学 120207 审计学 管理学 

26 浙江财经大学 120402 行政管理 管理学 

27 浙江科技学院 081701 轻化工程 工学 

28 浙江科技学院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学 

29 浙江传媒学院 130304 戏剧影视文学 艺术学 

30 浙江传媒学院 080906 数字媒体技术 工学 

31 嘉兴学院 070302 应用化学 工学 

32 嘉兴学院 081602 服装设计与工程 工学 

33 杭州师范大学 030101K 法学 法学 

34 杭州师范大学 101101 护理学 理学 

35 温州大学 040106 学前教育 教育学 

36 温州大学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学 

37 绍兴文理学院 080801 自动化 工学 

38 绍兴文理学院 130405T 书法学 艺术学 

39 湖州师范学院 090601 水产养殖学 农学 

40 湖州师范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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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台州学院 081006T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工学 

42 台州学院 040201 体育教育 教育学 

43 宁波工程学院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工学 

44 宁波工程学院 081802 交通工程 工学 

45 丽水学院 100301K 口腔医学 医学 

46 丽水学院 120801 电子商务 管理学 

47 浙江万里学院 120801 电子商务 管理学 

48 浙江万里学院 080905 物联网工程 工学 

49 浙江警察学院 083108TK 网络安全与执法 工学 

50 浙江警察学院 030613TK 涉外警务 法学 

51 浙江树人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52 浙江树人学院 081001 土木工程 工学 

53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050261 翻译 文学 

54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120205 国际商务 管理学 

55 宁波大红鹰学院 050302 广播电视学 文学 

56 宁波大红鹰学院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 

57 衢州学院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学 

58 衢州学院 120103 工程管理 工学 

59 浙江外国语学院 050202 俄语 文学 

60 浙江外国语学院 050206 阿拉伯语 文学 

61 宁波诺丁汉大学 082502 环境工程 工学 

62 宁波诺丁汉大学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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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温州肯恩大学 130502H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 

64 温州肯恩大学 080901H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65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081001 土木工程 工学 

66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学 

67 浙江音乐学院 130201 音乐表演 艺术学 

68 浙江音乐学院 130205 舞蹈学 艺术学 

69 杭州医学院 100201K 临床医学 医学 

70 杭州医学院 101101 护理学 理学 

71 温州商学院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72 温州商学院 120201K 工商管理 管理学 

73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081001 土木工程 工学 

74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100701 药学 理学 

75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120801 电子商务 经济学 

76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080801 自动化 工学 

77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78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120201K 工商管理 管理学 

79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80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050201 英语 文学 

81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工学 

8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

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83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020301K 金融学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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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85 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86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

院 
101101 护理学 理学 

87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090502 园林 农学 

88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120203K 会计学 管理学 

89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100901K 法医学 医学 

90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120203K 会计学 管理学 

91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120103 工程管理 工学 

92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020101 经济学 经济学 

93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94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100701 药学 理学 

95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08070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学 

96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082801 建筑学 工学 

97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120203K 会计学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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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专业类 

评审类 

1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620301 药学 医药卫生大类 

2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90301 药品经营与管理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3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620807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医药卫生大类 

4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00310 轮机工程技术 交通运输大类 

5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交通运输大类 

6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电子信息大类 

7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670103K 小学教育 教育与体育大类 

8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5607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9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620401 医学检验技术 医药卫生大类 

10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园艺技术 农林牧渔大类 

11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580110 乐器制造与维护 轻工纺织大类 

12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520801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13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670205 商务日语 教育与体育大类 

14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6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财经商贸大类 

15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610205 软件技术 电子信息大类 

16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630206 投资与理财 财经商贸大类 

1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640202 烹调工艺与营养 旅游大类 

18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640106 休闲服务与管理 旅游大类 

19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650201 表演艺术 文化艺术大类 

20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560308 电梯工程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21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580409 针织技术与针织服装 轻工纺织大类 

22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560302 电气自动化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23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60106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24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30501 
国际贸易实务 

（中澳合作跨境电商方向） 
财经商贸大类 

25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30701 市场营销 财经商贸大类 

26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6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电子信息大类 

27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60118 工业设计 装备制造大类 

28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630604 连锁经营管理 财经商贸大类 

29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630801 电子商务 财经商贸大类 

30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610102 应用电子技术 电子信息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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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650202 戏剧影视表演 文化艺术大类 

32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650216 舞蹈编导 文化艺术大类 

33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610114 声像工程技术 电子信息大类 

34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630503 国际商务 财经商贸大类 

35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630208 农村金融 财经商贸大类 

36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630301 财务管理 财经商贸大类 

37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670301 文秘 教育与体育大类 

38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610205 软件技术 电子信息大类 

39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10113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 农林牧渔大类 

40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640105 酒店管理 旅游大类 

41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40101 建筑设计 土木建筑大类 

42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40505 建设工程监理 土木建筑大类 

43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4040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土木建筑大类 

44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80410 服装设计与工艺 轻工纺织大类 

45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80405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轻工纺织大类 

46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80403 染整技术 轻工纺织大类 

47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48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630801 电子商务 财经商贸大类 

49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630903 物流管理 财经商贸大类 

50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670202 商务英语 教育与体育大类 

51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土木建筑大类 

52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60102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装备制造大类 

53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60707 新能源汽车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54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80401 现代纺织技术 轻工纺织大类 

55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80304 印刷媒体技术 轻工纺织大类 

56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630903 物流管理 财经商贸大类 

57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630701 市场营销 财经商贸大类 

58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6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电子信息大类 

59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620202 助产 医药卫生大类 

6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61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土木建筑大类 

62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630501 国际贸易实务 财经商贸大类 

63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620407 眼视光技术 医药卫生大类 

64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60118 工业设计 装备制造大类 

65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6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电子信息大类 

66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650103 广告设计与制作 文化艺术大类 

67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60040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交通运输大类 

68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630302 会计 财经商贸大类 

69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680502 法律文秘 公安与司法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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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680402K 国内安全保卫 公安与司法大类 

71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540406 消防工程技术 土木建筑大类 

72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640105 酒店管理 旅游大类 

73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630302 会计 财经商贸大类 

74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610210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电子信息大类 

75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620802 医学营养 医药卫生大类 

76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690302 家政服务与管理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77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640301 会展策划与管理 旅游大类 

78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510114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 农林牧渔大类 

79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510107 园艺技术 农林牧渔大类 

80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630503 国际商务 财经商贸大类 

81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82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630402 统计与会计核算 财经商贸大类 

83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6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财经商贸大类 

84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650113 雕刻艺术设计 文化艺术大类 

85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40503 建筑经济管理 土木建筑大类 

86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40505 建设工程监理 土木建筑大类 

87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510114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 农林牧渔大类 

88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670102K 学前教育 教育与体育大类 

89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5607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90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600310 轮机工程技术 交通运输大类 

91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600308 港口与航运管理 交通运输大类 

92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600302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交通运输大类 

93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装备制造大类 

94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90107 食品营养与检测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95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670403 社会体育 教育与体育大类 

96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610305 电信服务与管理 电子信息大类 

97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5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98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550204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水利大类 

99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60701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10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650122 人物形象设计 文化艺术大类 

101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660206 影视编导 新闻传播大类 

102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510301 畜牧兽医 农林牧渔大类 

103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600210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 交通运输大类 

104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670118K 特殊教育 教育与体育大类 

105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680702 安全防范技术 公安与司法大类 

106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620201 护理（健康养老） 医药卫生大类 

备案类 

1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90107 食品营养与检测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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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580106 化妆品技术 轻工纺织大类 

3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交通运输大类 

4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00601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交通运输大类 

5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630801 电子商务 财经商贸大类 

6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640105 酒店管理 旅游大类 

7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640101 旅游管理 旅游大类 

8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540501 建设工程管理 土木建筑大类 

9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630302 会计 财经商贸大类 

10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60114 电机与电器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11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670202 商务英语 教育与体育大类 

12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630302 会计 财经商贸大类 

13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620201 护理 医药卫生大学 

14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640101 旅游管理 旅游大类 

15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00602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交通运输大类 

16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610119 物联网应用技术 电子信息大类 

17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630801 电子商务 财经商贸大类 

18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630206 投资与理财 财经商贸大类 

19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630903 物流管理 财经商贸大类 

20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640105 酒店管理 旅游大类 

21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6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文化艺术大类 

22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650404 文物修复与保护 文化艺术大类 

23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610203 计算机信息管理 电子信息大类 

24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630202 国际金融 财经商贸大类 

25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670203 应用英语 教育与体育大类 

26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630604 连锁经营管理 财经商贸大类 

27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40502 工程造价 土木建筑大类 

28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4070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土木建筑大类 

29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650122 人物形象设计 文化艺术大类 

30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600602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交通运输大类 

31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650102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文化艺术大类 

32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670202 商务英语 教育与体育大类 

33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630801 电子商务 财经商贸大类 

34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560309 工业机器人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35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630302 会计 财经商贸大类 

36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630801 电子商务 财经商贸大类 

37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土木建筑大类 

38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630302 会计 财经商贸大类 

39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630302 会计 财经商贸大类 

40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5607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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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630302 会计 财经商贸大类 

42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5607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43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630801 电子商务 财经商贸大类 

44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60103 数控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45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600405 空中乘务 交通运输大类 

46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630801 电子商务 财经商贸大类 

47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630903 物流管理 财经商贸大类 

48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690301 老年服务与管理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49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680703K 司法信息技术 公安与司法大类 

50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680605 社区矫正 公安与司法大类 

51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650402 文化市场经营管理 文化艺术大类 

52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6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财经商贸大类 

53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620401 医学检验技术 医药卫生大类 

54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620801 健康管理 医药卫生大类 

55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630801 电子商务 财经商贸大类 

56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6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电子信息大类 

57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5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58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59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630903 物流管理 财经商贸大类 

60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610205 软件技术 电子信息大类 

61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62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土木建筑大类 

63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630302 会计 财经商贸大类 

64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630801 电子商务 财经商贸大类 

65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66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6305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财经商贸大类 

67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620808 康复工程技术 医药卫生大类 

68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630501 国际贸易实务 财经商贸大类 

69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640301 会展策划与管理 旅游大类 

70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630302 会计 财经商贸大类 

71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560501 船舶工程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72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630506 报关与国际货运 财经商贸大类 

73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670301 文秘 教育与体育大类 

74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540106 园林工程技术 土木建筑大类 

75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670409 体育保健与康复 教育与体育大类 

76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670408 体育运营与管理 教育与体育大类 

77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610301 通信技术 电子信息大类 

78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600702 快递运营管理 交通运输大类 

79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5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土木建筑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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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540502 工程造价 土木建筑大类 

81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560703 汽车电子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82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630702 汽车营销与服务 财经商贸大类 

83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640102 导游 旅游大类 

84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630302 会计 财经商贸大类 

85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510114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 农林牧渔大类 

86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630503 国际商务 财经商贸大类 

87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630206 投资与理财 财经商贸大类 

88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510114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 农林牧渔大类 

89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650119 工艺美术品设计 文化艺术大类 

90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65010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文化艺术大类 

91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560118 工业设计 装备制造大类 

92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540406 消防工程技术 土木建筑大类 

93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640106 休闲服务与管理 旅游大类 

94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640102 导游 旅游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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