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一流学科名单

1 化学

2 生物学

3 生态学

4 机械工程

5 光学工程

6 材料科学与工程

7 电气工程

8 控制科学与工程

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 农业工程

11 环境科学与工程

12 软件工程

13 园艺学

14 植物保护

15 基础医学

16 药学

17 管理科学与工程

18 农林经济管理

本报记者 郭立伟

两院院士41人
A类学科39个数
居全国高校第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
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近
年来，浙江大学在高端人才的
引进和培育上数据比较可观。
据介绍，2012年至2017年间，
浙江大学新增中国科学院院
士7人，中国工程院院士3人，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人；文
科资深教授9人；国家“千人计
划”入选者47人；教育部“长江
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9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51人。

目前，教师中共有中国科
学院院士21人、中国工程院院
士20人、文科资深教授9人、国
家“千人计划”入选者(含青年
项目)237人、教育部“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入选者(含青年学
者)10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129人。

当“双一流”战役在全国
打响之际，浙江大学也聚焦学
科和人才队伍建设，为率先建
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提
供浙大方案、贡献浙大力量。
2017年，浙江大学入选国家

“双一流”建设A类高校，18个
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认定
学科，居全国高校第三。

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浙大11个学科被评为A+
类，数量居全国高校第三，学
科优秀率居全国高校第二，A
类学科一共39个，数居全国高
校第一。根据最新ESI数据显
示，浙江大学共有8个学科进
入世界学术机构排名前1‰，
居全国高校第一。

学校拥有10个国家重点
实验室，包括硅材料国家重点
实验室、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
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流体动
力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
室、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点
实验室、能源清洁利用国家重
点实验室、传染病诊治国家重
点实验室、化学工程联合国家
重点实验室、植物生理学与生
物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稻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新增生物医学专业
为国内首创
育人模式“一纵多横”

据了解，今年浙江大学新
增审批本科专业1个，为生物
医学专业，在国内属首创。另
外，今年新增备案本科专业10

个，“这些新增专业基本都会
出现在今年的招考名录中。除
艺术与体育外，学校现有招生
目录是26个大类，今年仍将以
大类模式招生，这也符合国际
一流大学的普遍做法。” 浙
江大学本科生招生处处长王
东介绍。

浙江大学着力构建“知
识—能力—素质—人格”四位
一体(KAQ2 . 0)的人才培养体
系，实行“一横多纵”的培养模
式。王东说，“一横”指前期开
展通识教育，“多纵”是指后期
进行宽口径专业教育和跨学
科培养。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
生具有自然、社会和人文的广
泛知识。在深化专业教育的基
础上，学校充分发挥综合性大
学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不断
完善交叉复合和拔尖创新人
才的培养，推出覆盖全校大部
分专业的辅修、双专业、双学
位、交叉学科辅修等项目。

为服务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的战略决策和我国高等教
育国际化战略，浙江大学在海
宁设立国际校区。自2016年
起，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
学院、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
厄巴纳香槟校区联合学院开
始招生。王东介绍，两所联合
学院均设有全额、半额奖学金
和海外交流奖学金，高考成绩
居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前
100名者可直接获得全额奖学
金。学生在规定年限内达到所
需的毕业和学位授予要求，将
分别获得浙江大学颁发的毕
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和英国
爱丁堡大学或美国伊利诺伊
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学士学
位。

“近年来，本科毕业生中

赴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
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哥伦
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
世界一流名校继续深造的人
数持续增加。”王东说。

浙浙江江大大学学1188个个学学科科入入选选国国家家““双双一一流流””
5年新增11名两院院士，拥有1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报记者 郭立伟

新增定向培养公
费农技生计划118人

今年山东省首次在省内
农业类院校招收定向培养公
费农技生，计划总数为300人。

“按照省教育厅统一安排，我
校2018年定向培养公费农技
生计划共118名，包含动物科
学、农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
物保护四个专业，定向就业地
市涵盖济南、济宁、德州、泰
安、烟台、日照、滨州、东营、潍
坊、淄博、菏泽、威海。”许金东
介绍。

根据规定，定向培养生在
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住宿
费，并给予每生每年4000元的
生活补助。优秀基层农技推广
人才定向培养生可参加国家
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评选。
定向培养生在本科提前批次
录取，考生成绩须达到山东省
首次划定的本科录取控制分
数线。

许金东介绍，按照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制度的要求，组织
定向培养生与定向县域内乡

镇农技推广机构在需求岗位
范围内进行双向选择，签订事
业单位人员聘用合同，纳入事
业编制实名制管理，合同期为
5年。

“对于公费农技生，我们
将会单独编班培养，强化实践
能力的培养。”许金东说。

新增水生动物医
学专业

许金东介绍，今年青岛农
业大学新增水生动物医学专
业，计划招生70人。相比之下，
学校在生物新品种研发、农业
现代装备、物联网农业、海洋
农业、数字传媒等领域优势和
特色明显。据了解，目前农业
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都急需大量掌握专业知
识的人才。

“学校目前设有77个本科
专业，涵盖农、工、理、经、管、
文、艺、法共八个学科门类，农
科类相关专业办学优势突出，
考研率高，社会需求量也大，
但受传统的社会偏见影响，录
取线相对偏低。而经济类和工
程类相关专业相对较热，录取
分数较高。”许金东说。

学校有较为先进的教学
科研平台，拥有国家发改委动
漫产业核心技术工程研究中
心、科技部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等国家级创新平台9个，参与
建设了国家小麦玉米工程实
验室，牵头和参与建设省部级
协同创新中心27个，并拥有山
东省重点学科8个，山东省重
点实验室6个，通过产学研结
合建设稳固的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270多个；有国际合作研
发机构5个，国外合作高校及
科研机构80个。

许金东介绍，学校的培养
方式是对准市场拓专业，对准
岗位设课程，对准实践抓教
学，对准行业促就业，“学生在
就业前可在企业顶岗实训，由
一线工程师现场指导，毕业生
就业优势更为突出。目前，毕
业生就业呈供不应求的市场
形势，70%的学生在青岛周边
地区就业”

专业服从调剂可
规避退档风险

具体到录取原则，学校夏
季高考文史理工各类别、本专
科均按“专业志愿优先”的原

则录取。“这在‘报考无风险’
的形势下将最大可能的提高
考生专业志愿满足率。考生专
业服从调剂可规避退档风
险。”许金东建议。

美术类各专业在山东省
内投档考生中，学校分文理按
照考生综合分数(综合分=专
业成绩×750/300×70%+文化
成绩×30%)优先原则，依次遵
照考生专业志愿录取。广播电
视编导专业在投档考生中，学
校分文理按照考生综合分数
(综合分=专业成绩×750/300
×30%+文化成绩×70%)优先
原则录取。

据介绍，2017年，学校在
省内本科录取分数线，普通本
科文科527分，全省排名2 . 3万
名；理科484分，全省排位12 . 4
万名；校企合作办学本科文科
分文科507分，全省3 . 5万名，
理科463分，全省14 . 8万名。中
外合作办学专科去年文科最
低分456，理科439分。

“2017年普通本科、校企
合作本科、专科录取位次较
2016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近10年来录取分数情况都可
在我校招生信息网查询。”许
金东说。

浙江大学是一所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综合型、
研究型、创新型大学。学校创立于1897年，为中国人自
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在国内“双一流”建
设如火如荼之际，去年浙江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
设A类高校，18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认定学科，居
全国高校第三。无论在科学研究还是教学育人，浙江
大学近年来一路“高歌猛进”。

首首招招定定向向培培养养公公费费农农技技生生，，单单独独编编班班培培养养
青岛农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许金东：对准市场拓专业，对准岗位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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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娃在浙大

近年来，浙江大学对山
东优秀学子的吸引力逐渐增
加。从去年开始，浙江大学作
为首所在省内试点综合评价
招生的省外高校，受到山东
学子欢迎，而山东娃在浙江
大学的成长和发展，也尤为
引人关注。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
院2015级博士生马庆旭，助
力村镇增收千万，读书期间
共发表8篇SCI、拥有24项专
利，当选2017年全国自强之
星标兵。而山东青岛的孟亮
是“竺可桢奖学金”获得者，
博士论文入选“2016年浙江
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成
为2016届人文社科唯一的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

山东烟台的王嘉诚，在
第四届世界大学生围棋锦标
赛中，经过激烈角逐，从哈
佛、麻省理工、清华、北大等
72所国内外高校的围棋高手
中脱颖而出六战六捷勇夺B
组冠军。山东潍坊的王艺彭，
2016年7月当选新诗类2016全
球华语大学生年度诗人，并
受邀为2017年9月-2018年2月
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的
初评评委。

他们的现在，或许就是
你在浙江大学的未来。

浙江大学一流学科名单

今年，山东省首
次在省内农业类院
校招收定向培养公
费农技生，计划总数
为300人，其中青岛
农业大学为118人。
近日，青岛农业大学
教务处副处长许金
东，就学校的招生情
况、人才培养等问题
接受了记者采访。

2018高招会·招办访谈

浙江大学教授带你“逛”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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