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声明
Statement
本人已收到浙大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学生手册，我将仔
细阅读并遵守手册内所有的规定。
I have received the Student Handbook of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Joint Institute at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I will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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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各位同学：
《浙大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学生手册（2020）版》是新西兰 UW 学院
2020 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生活的“总法典”“总指南”，包含以下四部分内容：
第 1-112 页是《浙大城市学院学生手册（2020）版》之完整内容，由学校教务
部门和学生工作部门联合编制，内含与学生紧密相关的所有规章制度、行为规范要求。
第 113-138 页是《新西兰 UW 学院学术规范》，核心内容是怀卡托大学对新西
兰 UW 学院学生的学术规范要求，作为怀卡托大学正式注册在籍学生，所有新西兰
UW 学院 2020 级学生均应同样遵守上述要求。
第 139-145 页是新西兰 UW 学院制定的与学生密切相关的若干内部规章制度，
主要内容为内设奖学金的管理（含唐学元新生精英奖学金、国际交流奖学金、高顿
精英奖学金）。
第 146-159 页是《新西兰 UW 学院 2020 级学生培养方案》，内含三个专业的培
养方案，是大家四年课程学习的“总纲”。
《学生手册》内容重要，发放视同正式告知，同学们务必认真学习，模范遵守。
《学生手册》系内部资料，不得外传。

新西兰 UW 学院
     2020 年 9 月

Ⅱ

Ⅲ

目 录
浙大城市学院学生手册

基本规范
1．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1）
2．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守则… ……………………………………………………………………… （10）
3．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细则… ……………………………………………………… （11）
4．浙大城市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 （18）
5．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 ………………………………………………… （20）

学习实践
6.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 （27）
7. 浙大城市学院学分制实施条例… ……………………………………………………………… （29）
8.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校外修读课程学分认定办法… ……………………………………… （32）
9.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课程免修有关事项的规定… ………………………………………… （35）
10. 浙大城市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 …………………………………………………………… （37）
11. 浙大城市学院课程补考实施办法… …………………………………………………………… （42）
12. 浙大城市学院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实施办法… ………………………………………………… （43）
13. 浙大城市学院学生实验守则… ………………………………………………………………… （44）
14. 浙大城市学院实习教学管理办法… …………………………………………………………… （45）
15. 浙大城市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办法… …………………………………………… （48）
16. 浙大城市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管理办法… ……………………………………………… （52）
17. 浙大城市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 …………………………………………………… （54）
18. 浙大城市学院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 ………………………………………………………………………………………………… （58）
19.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培养及评价实施办法（试行）… ………… （61）
20. 浙大城市学院创新训练学分认定实施细则… ………………………………………………… （70）

评优助学
21.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及管理办法… ……………………………………… （72）
22. 浙大城市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 ……………………………………………… （74）
23. 浙大城市学院国家助学金评审实施细则… …………………………………………………… （75）
24. 浙大城市学院浙江省政府奖学金评审及管理办法… ………………………………………… （76）
25.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奖学金评定条件及管理办法（暂行）… …………………………… （77）

Ⅳ

Ⅴ

2020 级学生手册

26.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对外交流奖学金（基金）管理办法（暂行）… ……………………… （81）
27.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荣誉称号评比条件及管理办法（暂行）… …………………………… （83）
28.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 ……………………………………………… （86）
29. 浙大城市学院国家助学贷款实施细则… ………………………………………………………… （91）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30. 浙大城市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 （94）

其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 号

它

第一章

31. 浙大城市学院学生公寓文明建设管理办法… …………………………………………………… （97）
32.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学生证、校徽管理细则… ……………………………………………… （107）
33.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生学分制收费及学杂费收缴管理办法… …………………………………… （108）
34. 关于公布浙大城市学院 2020 级起学费和住宿费标准的通知…………………………………… （111）
35. 关于公布浙大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中外合作专业 2020 级学费标准的通知………… （112）

ACADEMIC REGULATIONS FOR ZUCC-UW JOINT INSTITUTE…………………（113）
新西兰 UW 学院内部规章制度
1．浙大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唐学元新生精英奖学金管理办法（试行）… …………… （139）
2．浙大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 2020 级学生国际交流奖学金实施办法…………………… （141）
3．浙大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高顿精英奖学金管理办法（试行）… …………………… （143）

浙大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 2020 级专业培养方案

第一条

总

则

为规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行为，维护普通高等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

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依据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以下称学校）对接

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研究生和本科、专科（高职）学生（以下称学生）的管理。
第三条

学校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

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 ,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要坚持依
法治校，科学管理，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管理行为，将管理与育人相结合，不断提高管理和服
务水平。
第四条

学生应当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应当树

1．金融学 2020 级培养方案…………………………………………………………………………… （146）

立爱国主义思想，具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应当增强法治观念，遵守

2．会展经济与管理 2020 级培养方案………………………………………………………………… （150）

宪法、法律、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应当

3．工业设计 2020 级培养方案………………………………………………………………………… （155）

刻苦学习，勇于探索，积极实践，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应当积极锻炼身体，增进

浙大城市学院教务系统课程代码与怀卡托大学课程代码对照表（2020 级）… ……（160）

身心健康，提高个人修养，培养审美情趣。
第五条

实施学生管理，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教育和引导学生承担应尽的义务与责

任，鼓励和支持学生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第二章
第六条

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
（二）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勤工助学、文娱体育及科技文化创新等活动，获得就业创业指
导和服务；
（三）申请奖学金、助学金及助学贷款；
（四）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科学、公正评价，完成学校规定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历
证书、学位证书；
（五）在校内组织、参加学生团体，以适当方式参与学校管理，对学校与学生权益相关事务享有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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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学校给予的处理或者处分有异议，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

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放弃学业。

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第二节

（七）法律、法规及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七条

考核与成绩记载

学生在校期间依法履行下列义务：
第十三条

（一）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

学生应当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和各种教育教学环节（以下统称课程）的

考核，考核成绩记入成绩册，并归入学籍档案。

（二）遵守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

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考核和成绩评定方式，以及考核不合格的课程是否重修或者补考，由

（三）恪守学术道德，完成规定学业；
（四）按规定缴纳学费及有关费用，履行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的相应义务；
（五）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六）法律、法规及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学校规定。
第十四条

学生思想品德的考核、鉴定，以本规定第四条为主要依据，采取个人小结、师生民主

评议等形式进行。
学生体育成绩评定要突出过程管理，可以根据考勤、课内教学、课外锻炼活动和体质健康等情况

第三章

学籍管理

综合评定。
第十五条

第一节

入学与注册

由学校规定。
第十六条

第八条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按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到校办理入

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入学的，应当向学校请假。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的，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
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第九条

学校应当在报到时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审查合格的办理入学手续，予以注册

学籍；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知、考生信息等证明材料，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
招生考试规定情形的，取消入学资格。
第十条

新生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具有学籍。保留入学资格的条件、期

限等由学校规定。
新生保留入学资格期满前应向学校申请入学，经学校审查合格后，办理入学手续。审查不合格的，
取消入学资格；逾期不办理入学手续且未有因不可抗力延迟等正当理由的，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第十一条

学生入学后，学校应当在 3 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进行复查。复查内容主要包括以

下方面：

学生每学期或者每学年所修课程或者应修学分数以及升级、跳级、留级、降级等要求，
学生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可以申请辅修校内其他专业或者选修其他专业课程；可以申

请跨校辅修专业或者修读课程，参加学校认可的开放式网络课程学习。学生修读的课程成绩（学分），
学校审核同意后，予以承认。
第十七条

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等活动以及发表论文、获得专利授权等与专业学习、学

业要求相关的经历、成果，可以折算为学分，计入学业成绩。具体办法由学校规定。
学校应当鼓励、支持和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可以建立创新创业档案、设置创
新创业学分。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健全学生学业成绩和学籍档案管理制度，真实、完整地记载、出具学生学业

成绩，对通过补考、重修获得的成绩，应当予以标注。
学生严重违反考核纪律或者作弊的，该课程考核成绩记为无效，并应视其违纪或者作弊情节，给
予相应的纪律处分。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及留校察看处分的，经教育表现较好，可以对该课程
给予补考或者重修机会。
学生因退学等情况中止学业，其在校学习期间所修课程及已获得学分，应当予以记录。学生重新

（一）录取手续及程序等是否合乎国家招生规定；

参加入学考试、符合录取条件，再次入学的，其已获得学分，经录取学校认定，可以予以承认。具体

（二）所获得的录取资格是否真实、合乎相关规定；

办法由学校规定。

（三）本人及身份证明与录取通知、考生档案等是否一致；
（四）身心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报考专业或者专业类别体检要求，能否保证在校正常学习、生活；
（五）艺术、体育等特殊类型录取学生的专业水平是否符合录取要求。
复查中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形的，确定为复查不合格，应当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
学校应当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第十九条

学生应当按时参加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不能按时参加的，应当事先请假并获得

批准。无故缺席的，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二十条

学校应当开展学生诚信教育，以适当方式记录学生学业、学术、品行等方面的诚信信息，

建立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机制；对有严重失信行为的，可以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对违背学
术诚信的，可以对其获得学位及学术称号、荣誉等作出限制。

复查中发现学生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学习，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需要在家休养的，
可以按照第十条的规定保留入学资格。

第三节

转专业与转学

复查的程序和办法，由学校规定。
第十二条

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应当按学校规定办理注册手续。不能如期注册的，应当履行暂缓

注册手续。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者有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助学贷款或者其他形式资助，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教育救助，完善学生资助体系，保证学生不
2

第二十一条

学生在学习期间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可以申请转专业；以特殊招生形式录

取的学生，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不得转专业。
学校应当制定学生转专业的具体办法，建立公平、公正的标准和程序，健全公示制度。学校根据
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需要适当调整专业的，应当允许在读学生转到其他相关专业就读。
3

2020 级学生手册

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的，学校应当优先考虑。

（三）根据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不能继续在校学习的；

第二十二条

（四）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因患病或者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继

续在本校学习或者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的，可以申请转学。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学：

（五）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

（一）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一年的；

（六）学校规定的不能完成学业、应予退学的其他情形。

（二）高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地相应年份录取成绩的；

学生本人申请退学的，经学校审核同意后，办理退学手续。

（三）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

第三十一条

退学学生，应当按学校规定期限办理退学手续离校。退学的研究生，按已有毕业学

（四）以定向就业招生录取的；

历和就业政策可以就业的，由学校报所在地省级毕业生就业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没

（五）研究生拟转入学校、专业的录取控制标准高于其所在学校、专业的；

有聘用单位的，应当办理退学手续离校。

（六）无正当转学理由的。

退学学生的档案由学校退回其家庭所在地，户口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迁回原户籍地或者家庭户

学生因学校培养条件改变等非本人原因需要转学的，学校应当出具证明，由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

籍所在地。

部门协调转学到同层次学校。
第二十三条

第六节

学生转学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说明理由，经所在学校和拟转入学校同意，由转入

毕业与结业

学校负责审核转学条件及相关证明，认为符合本校培养要求且学校有培养能力的，经学校校长办公会
或者专题会议研究决定，可以转入。研究生转学还应当经拟转入专业导师同意。
跨省转学的，由转出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商转入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转学条件确认后办理转
学手续。须转户口的由转入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有关文件抄送转入学校所在地的公安机关。
第二十四条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学生转学的具体办法；对转学情况应当及时

进行公示，并在转学完成后 3 个月内，由转入学校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区域内学校转学行为的监督和管理，及时纠正违规转学行为。

第三十二条

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

业要求的，学校应当准予毕业，并在学生离校前发给毕业证书。
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当颁发学位证书。
学生提前完成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获得毕业所要求的学分，可以申请提前毕业。学生提前毕
业的条件，由学校规定。
第三十三条

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但未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

学校可以准予结业，发给结业证书。
第四节

休学与复学

结业后是否可以补考、重修或者补作毕业设计、论文、答辩，以及是否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由学校规定。合格后颁发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毕业时间、获得学位时间按发证日期填写。

第二十五条

学生可以分阶段完成学业，除另有规定外，应当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含休

对退学学生 , 学校应当发给肄业证书或者写实性学习证明。

学和保留学籍）内完成学业。
第七节

学生申请休学或者学校认为应当休学的，经学校批准，可以休学。休学次数和期限由学校规定。
第二十六条

学校可以根据情况建立并实行灵活的学习制度。对休学创业的学生，可以单独规定
第三十四条

最长学习年限，并简化休学批准程序。
第二十七条

学业证书管理

新生和在校学生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校应当

保留其入学资格或者学籍至退役后 2 年。

学校应当严格按照招生时确定的办学类型和学习形式，以及学生招生录取时填报的

个人信息，填写、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
学生在校期间变更姓名、出生日期等证书需填写的个人信息的，应当有合理、充分的理由，并提

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跨校联合培养项目，在联合培养学校学习期间，学校同时为其保留学籍。

供有法定效力的相应证明文件。学校进行审查，需要学生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协助核

学生保留学籍期间，与其实际所在的部队、学校等组织建立管理关系。

查的，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八条

休学学生应当办理手续离校。学生休学期间，学校应为其保留学籍，但不享受在校

学习学生待遇。因病休学学生的医疗费按国家及当地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

学生休学期满前应当在学校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复学申请，经学校复查合格，方可复

学。

第三十五条

学校应当执行高等教育学籍学历电子注册管理制度，完善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办法，

按相关规定及时完成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
第三十六条

对完成本专业学业同时辅修其他专业并达到该专业辅修要求的学生，由学校发给辅

修专业证书。
第三十七条
第五节

退

学

对违反国家招生规定取得入学资格或者学籍的，学校应当取消其学籍，不得发给学

历证书、学位证书；已发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学校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对以作弊、剽窃、抄袭等
学术不端行为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学校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第三十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予退学处理：

（一）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
（二）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
4

被撤销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已注册的，学校应当予以注销并报教育行政部门宣布无效。
第三十八条

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遗失或者损坏，经本人申请，学校核实后应当出具相应的证明书。

证明书与原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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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校园秩序与课外活动

学生利益的行为，应当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和规定，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选拔、公示等制度。
第五十一条

第三十九条

学校、学生应当共同维护校园正常秩序，保障学校环境安全、稳定，保障学生的正

常学习和生活。
第四十条

对有违反法律法规、本规定以及学校纪律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并

可视情节轻重，给予如下纪律处分：
（一）警告；

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依章程参与学

校管理。

（二）严重警告；
（三）记过；

第四十一条

学生应当自觉遵守公民道德规范，自觉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创造和维护文明、整洁、

优美、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树立安全风险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第四十二条

学生不得有酗酒、打架斗殴、赌博、吸毒，传播、复制、贩卖非法书刊和音像制品

（四）留校察看；
（五）开除学籍。
第五十二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等违法行为；不得参与非法传销和进行邪教、封建迷信活动；不得从事或者参与有损大学生形象、有

（一）违反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破坏安定团结、扰乱社会秩序的；

悖社会公序良俗的活动。

（二）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的；

学校发现学生在校内有违法行为或者严重精神疾病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可以依法采取或者协
助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

（四）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器材作弊、向他

第四十三条

学校应当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学校进行宗教活动。

第四十四条

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学生代表大会制度，为学生会、研究生会等开展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支持其在学生管理中发挥作用。

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利益，以及其他严重作弊或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
（五）学位论文、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存在抄袭、篡改、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的，或
者代写论文、买卖论文的；

学生可以在校内成立、参加学生团体。学生成立团体，应当按学校有关规定提出书面申请，报学
校批准并施行登记和年检制度。

（六）违反本规定和学校规定，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管理秩序的；
（七）侵害其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

学生团体应当在宪法、法律、法规和学校管理制度范围内活动，接受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学生团
体邀请校外组织、人员到校举办讲座等活动，需经学校批准。
第四十五条

（三）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

学校提倡并支持学生及学生团体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成长成才的学术、科技、艺术、

文娱、体育等活动。

（八）屡次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的。
第五十三条

学校对学生作出处分，应当出具处分决定书。处分决定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学生的基本信息；
（二）作出处分的事实和证据；

学生进行课外活动不得影响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

（三）处分的种类、依据、期限；

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用工单位的管理制度，履行勤工助学活动

（四）申诉的途径和期限；

的有关协议。

（五）其他必要内容。

第四十六条

学生举行大型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应当按法律程序和有关规定获得批准。对

未获批准的，学校应当依法劝阻或者制止。
第四十七条

第五十四条

学校给予学生处分，应当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与学生违法、违纪行为的性质和

过错的严重程度相适应。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程序正当、

学生应当遵守国家和学校关于网络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得登录非法网站和传播非法

文字、音频、视频资料等，不得编造或者传播虚假、有害信息；不得攻击、侵入他人计算机和移动通
讯网络系统。

处分适当。
第五十五条

在对学生作出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决定之前，学校应当告知学生作出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学生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

第四十八条

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学生住宿管理制度。学生应当遵守学校关于学生住宿管理的规定。

鼓励和支持学生通过制定公约，实施自我管理。

处理、处分决定以及处分告知书等，应当直接送达学生本人，学生拒绝签收的，可以以留置方式
送达；已离校的，可以采取邮寄方式送达；难于联系的，可以利用学校网站、新闻媒体等以公告方式送达。
第五十六条

第五章

奖励与处分

对学生作出取消入学资格、取消学籍、退学、开除学籍或者其他涉及学生重大利益

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的，应当提交校长办公会或者校长授权的专门会议研究决定，并应当事先进行合
法性审查。

第四十九条

学校、省（区、市）和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对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或者

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科技创造、体育竞赛、文艺活动、志愿服务及社会实践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
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十条

对学生的表彰和奖励可以采取授予“三好学生”称号或者其他荣誉称号、颁发奖学金

等多种形式，给予相应的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
学校对学生予以表彰和奖励，以及确定推荐免试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公派出国留学人选等赋予
6

第五十七条

除开除学籍处分以外，给予学生处分一般应当设置 6 到 12 个月期限，到期按学校规

定程序予以解除。解除处分后，学生获得表彰、奖励及其他权益，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
第五十八条

对学生的奖励、处理、处分及解除处分材料，学校应当真实完整地归入学校文书档

案和本人档案。
被开除学籍的学生，由学校发给学习证明。学生按学校规定期限离校，档案由学校退回其家庭所
在地，户口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迁回原户籍地或者家庭户籍所在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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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五十九条

学生申诉

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负责受理学生对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不服提起的

申诉。

第六十六条

附

则

学校对接受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学生、港澳台侨学生、留学生的管理，参照本规定

执行。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由学校相关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负责法律
事务的相关机构负责人等组成，可以聘请校外法律、教育等方面专家参加。
学校应当制定学生申诉的具体办法 , 健全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组成与工作规则，提供必要条件，
保证其能够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
第六十条

第七章

学生对学校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学校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书之日

第六十七条

学校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或修改学校的学生管理规定或者纪律处分规定，报主管教

育行政部门备案（中央部委属校同时抄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并及时向学生公布。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规定，指导、检查和监督本地区高等学校的学生管理工作。
第六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原《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21 号）同时废止。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起 10 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第六十一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并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 15 日内
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限期内作出结论的，经学校负责人批准，可延长 15 日。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建议学校暂缓执行有关决定。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经复查，认为做出处理或者处分的事实、依据、程序等存在不当，可以作出
建议撤销或变更的复查意见，要求相关职能部门予以研究，重新提交校长办公会或者专门会议作出决定。
第六十二条

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可以向学校所在

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学生书面申诉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对申诉人的问题给予处理并作
出决定。
第六十三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处理因对学校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不服提起的学生申诉时，应当

听取学生和学校的意见，并可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查。根据审查结论，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下
列处理：
( 一 ) 事实清楚、依据明确、定性准确、程序正当、处分适当的，予以维持；
( 二 ) 认定事实不存在，或者学校超越职权、违反上位法规定作出决定的，责令学校予以撤销；
( 三 ) 认定事实清楚，但认定情节有误、定性不准确，或者适用依据有错误的，责令学校变更或者
重新作出决定；
( 四 ) 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违反本规定以及学校规定的程序和权限的，责令学校重新作
出决定。
第六十四条

自处理、处分或者复查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学生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视为放弃

申诉，学校或者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
处理、处分或者复查决定书未告知学生申诉期限的，申诉期限自学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处理或者
处分决定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 6 个月。
第六十五条

学生认为学校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学校制定的规章

制度与法律法规和本规定抵触的，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投诉。
教育主管部门在实施监督或者处理申诉、投诉过程中，发现学校及其工作人员有违反法律、法规
及本规定的行为或者未按照本规定履行相应义务的，或者学校自行制定的相关管理制度、规定，侵害
学生合法权益的，应当责令改正；发现存在违法违纪的，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处理或者移送有关部门，
依据有关法律和相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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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守则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细则

教学〔2005〕5 号

浙大城院教〔2020〕37 号

一、志存高远，坚定信念。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第一章

总

则

重要思想，面向世界，了解国情，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一条

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努力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二、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弘扬民族精神，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团结。不参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
影响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活动。培养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 号），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关系，增强社会责任感，甘愿为祖国为人民奉献。

为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规范教学管理，稳定教学秩序，保障学生身心健康与正当权益，

本细则适用于具有学校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

三、勤奋学习，自强不息。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刻苦钻研，严谨求实；积极实践，勇于创新；

第二章

珍惜时间，学业有成。

入学与注册

四、遵纪守法，弘扬正气。遵守宪法、法律法规，遵守校纪校规；正确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
第三条

敬廉崇洁，公道正派；敢于并善于同各种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
五、诚实守信，严于律己。履约践诺，知行统一；遵从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不作弊，不剽窃；

按照国家招生规定，经学校正式录取的新生，应持学校签发的录取通知书和有关证件，

按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来学校办理入学手续，并按规定缴费。因故不能按期报到者，须及时以
书面形式并附有关证明向学校教务处请假，请假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两周。未经请假者或请假后逾期报

自尊自爱，自省自律；文明使用互联网；自觉抵制黄、赌、毒等不良诱惑。
六、明礼修身，团结友爱。弘扬传统美德，遵守社会公德，男女交往文明；关心集体，爱护公物，
热心公益；尊敬师长，友爱同学，团结合作；仪表整洁，待人礼貌；豁达宽容，积极向上。
七、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热爱劳动，珍惜他人和社会劳动成果；生活俭朴，杜绝浪费；不追求

到者，均以旷课论；超过两周未报到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之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第四条

学校将在报到时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初步审查合格的办理入学手续，予以注

册学籍；若初步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知、考生信息等证明材料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者有其他违
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的，取消入学资格。

超越自身和家庭实际的物质享受。
八、强健体魄，热爱生活。积极参加文体活动，提高身体素质，保持心理健康；磨砺意志，不怕挫折，

第五条

新生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一年，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具有学籍。新生应征入伍，学校

保留其入学资格至退役后两年。

提高适应能力；增强安全意识，防止意外事故；关爱自然，爱护环境，珍惜资源。

新生保留入学资格期满前应向学校申请入学，经学校审查合格后，方可办理入学手续。审查不合
教育部
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格的，取消入学资格；逾期不办理入学手续，且未有因不可抗力导致延误等正当理由的，视为放弃入
学资格。
第六条

新生入学后三个月内学校将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对其进行复查。复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

个方面：
（一）录取手续及程序等是否符合国家招生规定；
（二）所获得的录取资格是否真实、符合相关规定；
（三）本人信息及身份证明与录取通知、考生档案等是否一致；
（四）身心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报考专业或者专业类别体检要求，能否保证在校正常学习、生活。
复查中如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形的，确定为复查不合格，学校将取消其学籍；
情节严重的，学校将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复查中如发现学生的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学习的，学生可持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书，由
本人申请，由学校教务处批准，允许保留入学资格一年。保留入学资格者应在两周内办理离校手续，
并回家治疗。保留入学资格者不具有学籍。
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必须在下一学年开学前一周内凭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的康复证明，向学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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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提出入学申请，经学校指定医院复查，复查合格者重新办理入学手续，并取得学籍。复查不合
格者或逾期未办理入学手续者，取消入学资格；已缴纳的各种费用，按学校计划财务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因身体疾病或某种生理原因，经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证明不能正常上体育课者，由学

校公共体育与艺术教学中心安排适当的健身活动，学生认真参加锻炼后，即可视为体育课及格。
第十六条

结算手续。
第七条

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必须由本人持学生证和校园一卡通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到各学院办理

在一学期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参加该课程的期终考试，该课程成绩记为零分，

并计入学分绩点统计：

入学注册手续。因故不能按期注册者，必须向所在学院办理请假，暂缓注册手续，否则以旷课论。未

（一）实验（实习）类课程一学期缺做时数达三分之一及以上的；

请假或请假未准逾期两周以上（含两周）未注册者，视为放弃学籍，按退学处理。

（二）理论课程缺课累计超过该课程教学时数三分之一的；

第八条

学生应缴纳的学杂费、住宿费等各项费用，必须在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注册前一次缴清，

学杂费缴清后方可办理报到注册。因各种原因变动学籍引起各类费用变动时，按学校计划财务处有关
规定办理。

（三）含实验（实习）内容的理论课程其实验（实习）内容考核不及格的。
第十七条

课程的综合成绩由平时成绩（包括期中考试、课堂讨论、测验、作业、论文、到课率等）

和期终考试成绩综合评定。其中，平时成绩的比例及评分原则根据课程性质由任课教师确定（学校鼓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助学贷款或者其他形式资助，办理有关手续后再注册。
第九条

学生在籍的最长年限为专业学制所规定年限外延长两年，超过者不予注册。

励教师加强教学过程考核，加大平时成绩比例），并在课程简介中以书面形式明确并公布。
第十八条

学生多次修读同一课程，所有修读成绩（包括及格或不及格成绩）均如实记入学生学

籍档案，并以最高一次成绩作为有效成绩。

第三章

考勤与纪律

第十九条

学生必须严格遵守《浙大城市学院学生考场规则》。凡考试违纪、作弊或缺考（旷考）

者，该课程考核成绩记为无效，取消其正常补考机会，并在其成绩管理系统中注明“无效”字样，课
第十条

学生必须按照学校课程计划的要求，认真学习各门课程和参加各种实践性教学环节（以

下统称“课程”），参与学校所规定的各项教育活动。
第十一条

学生上课、实习、军训、社会调查等都应实行考勤制度。学生因病或其他原因而无法

上课或参加学校所规定的课程学习和活动时，必须事先提出书面申请，因病请假须附二级甲等及以上
医院证明或其它相关证明。未经准假或请假逾期者，作旷课论。
学生请假应按程序履行手续。请假一周以内的由班主任审批（在校外实习期间由带队老师审批），
报各学院教学办、学工办备案，由学生本人或委托人（须有书面委托件）报告各任课教师；请假一周
以上一个月以内由各学院主管教学的负责人审批，并由学生本人或委托人（须有书面委托件）报告各

程绩点为“0”。
对于考试违纪、作弊的学生由学生违纪处理委员会根据相关程序及情节轻重予以纪律处分，并如
实记入学生学籍档案。
第二十条

为了反映学生学习的质量，学校采用课程平均学分绩点评定学生课程学习的综合状况。

具体计算方法详见《浙大城市学院学分制实施条例》（浙大城院教〔2020〕39 号）。
各学院应综合考虑各项评价指标，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确定学生的排名计算办法进行综合排名，
作为学生评奖选优等学业评价时的主要依据。
第二十一条

学生可以申请跨校辅修专业或修读课程，参加学校认可的开放式网络课程学习，其

任课教师，同时报各学院教学办、学工办备案；请假一个月以上由各学院主管教学的负责人签署意见，

课程成绩（学分）经学校审核同意后，予以承认。具体认定办法按照《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校外修

报学校教务处审批备案。有较多学生参与大型活动需请假时，应由组织单位与教务处协商后统一办理

读课程学分认定办法》（浙大城院教〔2020〕40 号）执行。

学生的请假手续，并由组织单位协同各学院教学办通知各任课教师。事假一般不得超过两周。
学校对旷课的学生，视其情节轻重，按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旷课时数按课表内
实际上课时数计算；教学实践环节（如生产实习、毕业设计、军训等）按每天六学时计；学校安排的
其它有关活动按每天四学时计。

第二十二条

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等活动以及发表论文、获得专利授权等与专业学习、

学业要求相关的经历、成果，可以根据相关规定折算为学分，计入学业成绩。具体认定办法按照《浙
大城市学院创新训练学分认定实施细则》（浙大城院教〔2020〕47 号）执行。
第二十三条

学生因退学等情况中止学业的，学校将记录其在校期间所修课程成绩及已获得学分。

学生自行离校导致连续两周及以上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者，按退学处理。

重新参加入学考试、被学校录取的学生，其在原学校获得的学分，经学校审核同意后，予以承认。具

第十二条

体认定办法按照《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校外修读课程学分认定办法》（浙大城院教〔2020〕40 号）

学生上课应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课，做到不迟到、不早退；未经任课教师同意，不

得擅自离开教室。自修时间应认真学习，保持安静，不得妨碍他人。

第四章
第十三条

执行。

课程考核与成绩记载

课程考核分为考试与考查两种。成绩的评定，可分别采用百分制、五级制（优秀、良好、

第五章
第二十四条

课程修读

为促使学生合理安排学习进程，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业，保证学习质量，每学期

中等、及格、不及格）、二级制（合格、不合格）记分，不同记分制之间的换算关系详见《浙大城市

学生修读课程一般不得少于 15 学分（已获学分与毕业规定最低应修学分之差小于 40 学分者除外），

学院学分制实施条例》（浙大城院教〔2020〕39 号）。

原则上最高不得超过 30 学分（新生入学第一学期不超过 28 学分）。

第十四条

学生必须按学校规定参加选课并参加所选课程和各种实践性教学环节（如实习、实验、

第二十五条

免修：学生因转学、转专业、变动年级、交流学习、跨校修读等原因引起实际修读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及论文等）的学习和考核，成绩合格后可取得相应的学分。考核不论合格与否，

课程（学分）和课程计划要求不一致的，免修按《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课程免修有关事项的规定》（浙

其成绩均记录学生成绩册和绩点统计并载入学生本人学籍档案。选课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正式退课

大城院教〔2020〕41 号）办理。

手续而不参加课程学习或考核者，该课程成绩记为零分并计入绩点统计，选课学分费用不予退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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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修读课程如综合评定成绩不及格，学校给予一次补考机会，详见《浙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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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课程补考实施办法》（浙大城院教〔2020〕43 号）。补考不及格或放弃补考机会者，必须重修，
并可多次重修。不及格的选修课程，可以重修该课程，也可以改修其他课程。
第二十七条

免听：学业优良、自学能力强的学生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任课教师同意，学生

所在学院教学负责人审核批准，可以免听整门课程或课程的一部分。
凡经批准，免听某门课程或课程的一部分者必须按时交作业、做实验、参加考核。

意见，学校教务处核准后依其学习进程情况编入原专业相应年级学习；
（三）学生申请提前复学须经学校教务处审批，各种费用按学校计划财务处的有关规定缴纳。
第三十五条

凡被取消学籍、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学生，均不得申请复学。

第三十六条

在校学生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其学籍可保留至

退役后两年。其在部队服役期间的年限不计入最长学习年限。
第三十七条

下列课程不得申请免听：

从事创业的在校学生，可持本人创业相关材料办理休学手续，其最长学习年限不得

（一）普通教育选修课、政治理论课、实验课、形势政策课、体育课；

超过八年（五年制不超过九年），休学时间一般以学期为单位，以一学年为限。休学期限满后如仍在

（二）军事训练、各类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等必修的实践环节；

创业不能复学者，经本人申请，学校教务处批准，可继续休学，休学累计期限不得超过四学年，在校

（三）各学院认为不可以免听的其他课程。

学习时间累计不得超过六年。

第二十八条

缓考：考试期间，学生若遇下列情况之一的，可申请办理缓考手续：

（一）因病住院、急诊留院观察者，持有校医务室或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证明的；

第七章

转专业与转学

（二）因直系亲属突发不可抗拒事由须请假离校，持有相关证明的。
申请缓考的学生必须在考试前提出申请，经所在学院教学办严格审定并同意，报学校教务处批准
后方可缓考。缓考不单独安排，缓考学生需参加下一次同一课程的期终考试，如有冲突则顺延。
缓考课程的成绩一般按期终考试卷面成绩计，如考核含有实验或其他环节成绩，则由该课程的原

第三十八条

学生在学习期间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可以申请转专业；以特殊招生形式录

取的学生，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不得转专业。
第三十九条

转专业条件、名额、申请审批流程及学籍处理按《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管

任课老师提供，并计入期终总评成绩。如发现学生在办理缓考中有作假舞弊行为，该生所缓考课程的

理办法》（浙大城院教〔2020〕38 号）办理。转专业的学生必须按转入专业课程计划的要求修读课程

成绩注明“无效”字样，课程绩点为“0”。

和实习环节，原修读的不同课程可根据类别按选修课处理。转专业的学生可同时申请降级。
第四十条

第六章
第二十九条

休学与复学

学生可以分阶段完成学业，但必须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和保留学籍）

休学创业或应征入伍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的，学校予以优先考虑。

第四十一条

学生第二次提出转专业（含要求转回原专业），不予转专业。

第四十二条

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的学校完成学业。因患病或者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

继续在原学校学习或者不适应原学校学习要求的，可以申请转学。具体按《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转
学实施细则》（浙大城院教〔2020〕53 号）办理。

内完成学业。
有正当理由申请休学者，经学校批准，可以休学。

第四十三条

第三十条

（一）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一年的；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休学：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转学：

（一）经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诊断，认为需隔离治疗的传染病患者；

（二）高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地相应年份录取成绩的；

（二）学生因患病经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诊断，认为需较长时间（六周以上）治疗休养者；

（三）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

（三）由于其他特殊原因所在学院或学校认为必须休学者。

（四）以定向就业招生录取的；

第三十一条

（五）其他无正当理由的。

休学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如因病休学的需附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证明，经所在学

院签署意见同意后报学校教务处备案。各学院或学校认为必须休学者，由学生所在学院发给学生休学

第八章

通知书。

退

学

休学时间一般以学期为单位，以一学年为限。休学期限满后仍不能复学者，经本人申请，学校教
务处批准，可继续休学，但累计不得超过两学年。学期中途办理休学者，该学期按休学计算，已考核
课程成绩有效。休学期满未办复学手续者，学校将取消其学籍。
学生可在每学期正常教学周内提出休学申请，进入考试周后不再办理休学手续。
第三十二条

休学学生应办理休学手续离校，学校保留其学籍，但不享受在校学生待遇。

第三十三条

休学的学生在休学期间，不得擅自来学校上课或参加学校组织的课程学习和活动。

休学期间的管理责任由学生本人及其近亲属承担，学校不对学生休学期间发生的事故负责。
第三十四条

学生在复学时具体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因伤、病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时必须持有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诊断书，证明已恢复健康，
并经学校指定医院复查合格，方可办理复学手续（新生参见第六条）；
（二）复学手续在每学期开学初办理。复学者应于开学前一周持有关证明材料，经所在学院签署
14

第四十四条 学生在读期间出现一学期中取得的全部修读课程学分低于 12 学分时（累计获得学分
达到毕业规定最低应修学分数的 80% 及以上，或者累计获得学分达到平均每学期 20 学分及以上者除外）
的情况，应予退学。
学生在退学之前可以提出书面申请转入退学警示期，由学生所在学院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
态度的转变等情况，决定是否同意其转入退学警示期。对同意转入退学警示期的学生，由学校发给书
面“退学警示及处理单”。
退学警示期以一学期为单位，退学警示机会最多不得超过两次。退学警示学生收到书面“退学警
示及处理单”，经本人签字、家长到校签署意见后，所在学院签署具体处理意见（对于只给一次退学
警示机会的须书面明确）并复印存档，同时报学校教务处备案，在学期开学后第一周办理相应的手续。
学生进入退学警示期后一般应降级学习（入学第一学期除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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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条

按上述规定的处理，对学生不是一种处分。
第四十五条

学生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予退学：

学校对学生修读注册专业课程情况进行毕业审核。对所获总学分比该注册专业毕业

规定达到的总学分少 15 个学分以内（含 15 个学分）的学生，作结业处理，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
第五十六条

（一）按第四十四条规定应予以退学的；

结业的学生，可在结业后三个月至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申请返校修读不合

（二）休学、保留学籍期满未办复学手续的；

格课程。修读后达到毕业要求的，准予以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毕业时间从换发时算起。逾期不申

（三）经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确诊，患有疾病或意外伤残不能坚持正常学习的；

请重修或到规定时限重修考核仍不及格者，不再予以重修补考和换发毕业证书。

（四）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或累计四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五）未经请假逾期两周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者；
（六）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

第五十七条

结业的学生返校修读课程出现考试违纪的，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并取消该同学继

续返校修读课程资格。
第五十八条

应届毕业生在思想、道德、纪律方面犯严重错误，但未达到开除学籍处分的，经学

（七）本人要求退学，经劝说无效者。

校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取消其毕业资格，予以结业；离校一年后至学习年限内确有悔改表现或显著进

按上述规定的退学，对学生不是一种处分。

步的，由所在单位做出鉴定，经学校审查达到毕业要求者，可换发毕业证书，换发时间为每年六月份。

第四十六条

学生退学的有关问题，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退学学生的档案、户籍关系退回其家庭户籍所在地；

第十章

学

位

（二）因患病或意外伤残不能坚持正常学习而退学者，由学校通知家长或抚养人来校协助办理相
第五十九条

关手续；
（三）学校给退学学生发放退学证明和肄业证书。未经学校批准，擅自离校的学生不发给肄业证

完成专业课程计划规定的各项要求，经学校审查准予毕业的本科学生，由学生所在

学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及《浙大城市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浙
大城院教〔2020〕4 号）进行初审、教务处复查，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授予学士学位。

书和退学证明；
（四）退学学生应在退学决定下达一周内办理离校手续。逾期不办者由学校有关部门将户籍关系

第六十条

在校期间因考试违纪或学术不端行为等原因受记过及以上处分的学生，必须在其毕业

前两个月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所在学院初审后报教务处，由教务处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

转出。
第四十七条

对被开除学籍者，学校发给学习证明，档案、户籍关系返回其家庭户籍所在地。

第四十八条

对学生的退学处理，由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由学校出具退学决定并送交本人，

第六十一条

结业的学生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经重修及格可换发毕业证书 , 符合学士学

位授予条件者可提出书面申请 , 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授予学士学位。

同时报浙江省教育厅备案。
第四十九条

并决定是否授予学士学位。

退学学生已交纳的各种费用，按学校计划财务处的有关规定办理结算手续。

第十一章
第九章
第五十条

毕业与结业

学生在校学习最长年限内修完注册专业课程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和实践环节，考核成

绩合格，获得规定学分，应准予毕业，并发给浙大城市学院毕业证书。
第五十一条

学生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申请辅修院内其他专业，在学习期限内修完所要求的课程和

实践环节，获得规定学分者，可获得浙大城市学院辅修证书。
第五十二条

在专业学制年限内无法修完课程计划规定课程（学分）的学生，可申请延长学习时

第六十二条

学业证书管理

学校将严格按照招生时确定的办学类型和学习形式，以及学生招生录取时填报的个

人信息，填写、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
学生在校期间变更姓名、出生日期等证书需填写的个人信息的，应当有合理、充分的理由，并提
供有法定效力的相应证明文件。
第六十三条

学校将及时按照国家相关制度对获得学历学位的学生进行学历、学位电子注册。

第六十四条

对违反国家招生规定取得入学资格或者学籍的学生，学校将取消其学籍，不发放学

间，但在校时间不能超过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要求延长学习时间的学生，须由本人提出书面申

历证书、学位证书；已发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学校将依法予以撤销。对以作弊、剽窃、抄袭等学

请，报所在学院审核，学校教务处批准。延长学习时间者，有关费用按学校计划财务处的有关规定处理。

术不端行为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学校将依法予以撤销。

符合毕业要求的学生不可申请延长学习时间。
第五十三条

学生提前修完注册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和实践环节，达到毕业要求者，可

申请提前毕业。提前毕业申请由本人提出，经所在学院同意，学校教务处批准，并上报教育主管部门

被撤销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已注册的，学校将予以注销并报教育行政部门宣布无效。
第六十五条

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遗失或者损坏，经本人书面申请，学校核实后出具相应的证明书。

证明书与原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备案。提前毕业申请应在预计毕业前一个学期提出，逾期不予办理。对申请提前进入毕业环节的学生，

第十二章

各学院应当对学生完成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的情况进行审核，对不符合要求或达不到学分者，不予

附

则

批准提前进入毕业环节。
第五十四条

每学年第一学期各学院应按时做好进入毕业环节学生统计工作，关注当学年毕业班

学生完成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的情况，对已获学分明显不足，按时毕业存在显著困难的学生，学校
原则上不予同意进入毕业环节，并要求学生延长学习时间。
16

第六十六条

本细则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 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细则（2017

年 8 月修订）》（浙大城院发教〔2017〕92 号）同时废止。
第六十七条

本细则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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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处分后如果表现优异、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可在毕业前提出破格授予学士学位的书面申请，申明受
处分的时间、原因及申请学位的理由，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通过后，列入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
（一）处分后获校级三好学生荣誉称号的，或获得校级学业优秀三等（含）以上奖学金的；

浙大城市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浙大城院教〔2020〕4 号

（二）正式录取为国内大学全日制研究生或者国家教育部认证的国（境）外高校研究生并取得正
式（非有条件）录取通知书的；
（三）学习期间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3.50 及以上或学业成绩位列专业前 50% 的学生，受处分后有其
他显著成绩的。
第十条

第一章
第一条

总

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有关规定，

结业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经重修不合格课程，达到毕业要求的，准予以结业证书

换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可提出书面申请，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同意后，列入
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

结合学校具体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第五章

浙大城市学院授予理学、工学、医学、文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艺术学等 8 种学

科门类的学士学位。

第十一条

其

他

学士学位获得者由学校颁发学士学位证书，学位证书的填发日期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通过之日为准。

第二章

学位委员会

第三条

浙大城市学院设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履行相应学位评定工作职责。

第四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须有三分之二及以上应到委员到会方为有效；以无记名投

票方式形成决议，超过全体委员人数的二分之一同意方为通过。

第三章
第五条

第十二条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如发现学位错授，或发现有舞弊等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

通过复核，可以作出撤销学位的决定。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属学校教务处。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士学位授

予工作细则（2017 年 8 月修订）》（浙大城院发教〔2017〕91 号）同时废止。

学士学位学术水平的要求

学士学位申请人完成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和实践环节，通过毕业设计（论文）

答辩，成绩合格，经审核准予毕业，达到下述学术水平，经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通过，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一）课程学习和毕业设计（论文）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
和基本技能；
（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第四章
第六条

学士学位申请人资格审查

凡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学术水平达到本细则第五条规定者，均可申请学士学位。
第七条

符合本细则第五条要求的浙大城市学院本科毕业生，完成专业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

审核表明确已符合本细则第五条规定的，由学生所在学院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名，经学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核同意后，列入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
第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授予学士学位：

（一）作结业处理的；
（二）在校期间因考试违纪或学术不端等原因受记过及以上处分的；
（三）学习期间各门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低于 2.50 的。
第九条
18

属于本细则第八条（二）的学生，除受过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不授予学位外，其他学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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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意隐瞒、掩盖事实给调查造成困难，或故意设置障碍，妨碍调查取证的；
（二）在校期间已受过纪律处分，或有两次以上违纪行为的；
（三）对检举揭发人、证人或工作人员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
浙大城院学〔2020〕52 号

（四）组织、策划、实施群体性违纪事件，并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其他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违纪行为的。
第九条

屡次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的，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一）主动承认违纪错误，如实陈述相关部门未掌握的违纪事实的；

第一章
第一条

总

则

为进一步加强管理，创建文明校园、和谐校园，教育广大学生严于律己、遵纪守法，成

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
教育法》《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具有浙大城市学院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本科学生。

第三条

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坚持依法治校原则，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坚持教育与惩戒

相结合原则，坚持保障学生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原则，并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
处分恰当、程序规范。
第四条

学生在校外参加教育实习、考察、社会实践、挂职锻炼等社会活动中有违纪行为的，依

照本办法给予纪律处分。

第二章
第五条

（三）记过；
（四）留校察看；
（五）开除学籍。
学生有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但情节轻微不足以给予纪律处分的，应当由学生所属学院或相关部
门给予通报批评，督促其改正错误。
学生受纪律处分的期限分别如下：

（一）警告，6 个月；
（二）严重警告，6 个月；
（三）记过，6 个月；
（四）留校察看，12 个月。
在受处分期间受到新处分的，其处分期限分别执行。
毕业生毕业前仍未满处分期的，处分期至毕业生离校止。
除开除学籍处分以外，处分在处分期满后按学校规定程序予以解除。解除处分后，学生

获得表彰、奖励及其他权益，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
第八条
20

（四）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
（五）其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的情形。
第十一条

经法定程序鉴定在违纪行为发生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不能或

不完全能预见行为后果的，可免予或减轻处分，但是应当按照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休学或退学手续。
第十二条

受处分者，附加给予下列限制：

（一）受处分当学年及在处分期内不得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不得评定奖学金及各种荣誉称号，不
得担任主要学生干部；
（二）被开除学籍的学生，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处理，由学校发给学习证明。学生须在规定时间
内离校，档案由学校退回其家庭所在地，户口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迁回原户籍地或者其家庭户籍所在地。

第三章
第十三条

学生违反校规校纪，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并可视情节轻重，给予如下纪律处分：

（二）严重警告；

第七条

（三）在违纪行为过程中主动放弃违纪行为，主动报告并积极防止不良后果发生的；

处分种类和适用

（一）警告；

第六条

（二）主动提供情况揭发他人违法违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违纪行为和处分

有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行为的；组织、策划、实施、煽动闹事或扰乱社会秩序，

危害国家安全，组织非法集会游行，影响社会稳定的；参加邪教组织或参与邪教活动的，视情节轻重，
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第十四条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受到国家司法、公安机关处罚的，分别给予以下处分：

（一）被处以治安警告、治安罚款或被判处单处罚金的，根据情节，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
下处分；
（二）被处以治安拘留、司法拘留或被判处管制的，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
（三）被采取戒毒措施、被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受到司法、公安机关处罚前，因同一行为已被学校纪律处分，学生违纪处理委员会认为需要重新
作出处分决定的，撤销原处分，并按本条款处理。
第十五条

损害校园文明建设，扰乱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管理秩序的，并

造成恶劣影响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以下处分：
（一）破坏绿化、环境卫生、公共设施，违反学校有关公共场所管理规定的，给予警告以上、留
校察看以下处分。
（二）拒绝、妨碍学校工作人员依法或依校规执行职务的，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三）扰乱正常的课堂、会场、餐厅、公寓等公共教学、生活秩序或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掷砸物品的，
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四）酗酒闹事的，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五）恶意拨打特种紧急电话及学校急用值班电话的，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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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制造、散布谣言或故意捏造事实，作虚假陈述，混淆事实的，给予警告以上、记过以下处分；
造成严重影响或严重后果的，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
（七）携带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物品进入校园的，给予警告以上、记过以下处分；造成严重影响
或严重后果的，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

情节轻重，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
（五）参与结伙斗殴、持械斗殴的，比照本条第二项从重处分；为首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留校察
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六）其他参与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以上、记过以下处分。

（八）实施其他损害校园文明建设的行为的，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第二十条

第十六条

（一）留宿异性或在异性寝室留宿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造成恶劣影响的，给予记过以

违反校园管理规定，组织各类营利性活动或违章设摊的，分别给予以下处分：

（一）未经批准，在校园内组织、代理旅游业务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引发事端的，给
予记过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
（二）未经批准，设摊设点或组织各类营利性活动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屡教不改或造
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
（三）乱贴或散发商业性宣传品，经教育不改的，给予警告以上、记过以下处分。
（四）参与非法传销，经教育不改的，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五）违规组织其他营利性活动的，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第十七条

在校园内参与宗教活动并造成后果或进行非法传教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以上、

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第十八条

侵犯公私财物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以下处分：

（一）盗窃财物数额不足 600 元，且情节轻微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盗窃财物数额在

违反学生公寓住宿管理规定的，分别给予以下处分：

上处分。
（二）私自留宿非本寝室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以上、记过以下处分。
（三）一学年内，无故夜不归宿 3 次以上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以上、记过以下处分。
（四）实施其他严重影响学生公寓住宿管理秩序的行为的，给予警告以上、记过以下处分。
第二十一条

以任何形式参与赌博或变相赌博的，或为他人提供赌博场所、赌资或赌具的，给予

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第二十二条

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或者聚众观看淫秽、封建迷信及其他非法书刊和音像制品的，

没收传播品，并视情节轻重，给予严重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第二十三条

吸食毒品或者为他人提供毒品或场所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第二十四条

猥亵、侮辱他人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以上、记过以下处分；与他人发生不正

当性行为，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

600 元以上，不足 2000 元，视情节轻重，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盗窃财物数额在 2000 元以上的，

第二十五条

违法生育子女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视情节轻重，给予记过以上直至开除学籍处分；屡次盗窃的，从重处分。

第二十六条

违反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及学校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的，分别给予以下处分：

（二）诈骗公私财物不足 1000 元、侵占公私财物不足 5000 元、抢夺公私财物不足 250 元、敲诈

（一）擅自动用、损坏消防器材、设备的，除赔偿损失外，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

勒索公私财物不足 500 元、信用卡恶意透支不足 5000 元，且情节轻微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

（二）私撬强弱电箱，私改、私拉强电线路的，除赔偿损失外，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

诈骗公私财物 1000 元以上不足 4000 元、侵占公私财物 5000 元以上不足 10000 元、抢夺公私财物 250

（三）违章使用电器，用火、用危险品的，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元以上不足 500 元、敲诈勒索公私财物 500 元以上不足 1000 元、信用卡恶意透支 5000 元以上不足

（四）引起火警的，除赔偿损失外，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造成火灾的，除赔偿损失外，

10000 元的，视其情节，给予严重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诈骗公私财物 4000 元以上、侵占公

视造成危害程度，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私财物 10000 元以上、抢夺公私财物 500 元以上、敲诈勒索公私财物 1000 元以上的、信用卡恶意透支

（五）其他违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的，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10000 元以上的，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第二十七条

（三）盗窃单位公章、保密文件、档案等物品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四）协助他人作案或明知是赃物而购买、掩盖、窝藏、转移、代为销售的，给予警告以上、留
校察看以下处分。
（五）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的，除赔偿损失外，视情节轻重及造成的危害程度，给予警告以上、记
过以下处分；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除赔偿损失外，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侵犯、损害他人正当权益及人身安全，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分别给予以下处分：

（一）冒用单位或他人名义为己谋私利的，除赔偿经济损失外，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冒用他人名义领取他人钱物的，除返还冒领的钱物外，给予严重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二）伪造、贩卖各类证件、印章和证明文件、材料，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方法牟取利益的，
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三）采用恐吓或者其他手段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六）以其他手段侵犯公私财物的，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四）侮辱、诽谤、陷害、诬告他人，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第十九条

（五）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

打架或寻衅滋事的，分别给予以下处分：

（一）虽未动手打人，但用言词侮辱或其他方式触犯他人，引起事端或激化矛盾，引发打架后果的，
给予警告处分。
（二）动手打人未造成伤害后果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致他人轻微伤的，给予记过或留

看以下处分。
（六）隐匿、毁弃或私自开拆他人邮件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七）泄露国家或学校机密的，视情节和后果，给予严重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校察看处分；致他人轻伤但未受刑事处罚的，给予留校察看处分；致他人重伤的，给予留校察看或开

第二十八条

除学籍处分。

（一）窃取他人网络信息，攻击、侵入他人计算机和移动通讯网络系统，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以上、

（三）策划、怂恿他人打架斗殴，未造成打架后果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造成后果的视
其情节轻重，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
（四）故意为他人打架提供凶器的：未造成后果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造成后果的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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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以下网络违纪行为的，分别给予以下处分：

记过以下处分。
（二）利用校网从事非法营利活动，情节严重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
（三）传播非法文字、音频、视频资料，编造或者传播虚假、有害信息，造成一定后果的，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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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
（四）私设代理、私接外网，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校网安全防卫系统，攻击、破坏
公共网络服务设施的，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造成网络及管理系统等毁坏，损失严重的，除赔偿
损失外，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五）利用网络煽动非法游行、集会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记过
以上处分。

（七）在考场内外大声喧哗或实施其他行为影响考场秩序的；
（八）其他违反考场纪律行为的。
第三十四条

在考场中不服从监考老师管理或安排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

下处分。
第三十五条

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个人自主申请内容有不诚信行为的，经查证属实的，给予

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六）未经当事人允许，公开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严重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七）实施其他网络违纪行为的，给予警告以上、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第二十九条

违纪事件目击者故意作伪证，并造成调查困难的，给予警告以上、记过以下处分。

第三十六条

毕业设计、学位论文、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存在抄袭、篡改、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

其中情节较轻的，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代写论文、买卖论文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违纪事件参与者故意作伪证的，从重或加重处分。
第三十条

违反教学管理规定，旷课或擅自离校、教育实践环节擅自离岗的，分别给予以下处分：

第四章

处分管理权限和程序

（一）一学期累计 20 学时以上的，给予警告处分；
（二）一学期累计 30 学时以上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第三十七条

（三）一学期累计 40 学时以上的，给予记过处分；

（一）学生发生违纪事件，依据其违纪行为，由相关学院、部门提出处分建议：

（四）一学期累计 50 学时以上的，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1．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治安、消防管理等规定的行为，由学生所属学院配合保卫部门了解

第三十一条

在考试中有下列特别严重的违纪行为的，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情况；必要时，由保卫部门及学生所属学院协助公安机关查清事实，并在国家司法机关进行相关法律

（一）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

处理后，将有关材料转党委学生工作部和学生所属学院，由所属学院根据违纪事实提出处分建议，报

（二）组织作弊的；

党委学生工作部。

（三）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器材传递考试内容进行作弊的；
（四）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利益的；
（五）窃取试卷、篡改分数的；
（六）有其他严重作弊或严重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
第三十二条

在考试中有下列严重违纪行为的，给予记过处分：

（一）在闭卷考试中，夹（携）带与考试课程内容相关的物品。
（二）在考试用桌（椅）、准考证、学生证、身体等介质上涂写与考试课程内容相关的文字和符号的。
（三）未经许可使用电子工具或通讯工具的。
（四）查看或抄袭他人试卷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将自己试卷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
传递给他人；报对答案或传递纸条、答卷、草稿纸；私自交换试卷或擅自交换考试座位的。
（五）借故暂离考场进行作弊或用其他手段作弊的。
（六）在开卷考试中，携带禁止的资料或工具的，或在采用其他考试形式时出现抄袭行为的。
（七）考试中有其他作弊行为的。
（八）共同作弊或帮助他人作弊的给予与作弊者相同处分。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违反考场纪律行为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

（一）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如手机、电子辞典、计算器、通讯工具等）进入考场并且未放在指
定位置的；

2．跨学院的学生违纪事件，由党委学生工作部及相关部门牵头，召集学生所属学院有关的主管领
导，按本办法提出处分建议，由所属学院报党委学生工作部。
3．对在公寓内违纪的行为由党委学生工作部核实情况，提出处分建议，同时将违纪事实抄送学生
所属学院。
4．对违反教学管理规定与考场纪律的行为由教务处门核实情况，提出处分建议，同时将违纪事实
抄送学生所属学院。
5．除上述情形以外，由学生所属学院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学院应在违纪事实查清后五个工作日
内提出处分建议，报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
（二）党委学生工作部、教务处负责违纪材料的审核。审核完毕后报学校学生违纪处理委员会讨
论决定。学校学生违纪处理委员会讨论决定前应当告知学生拟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
学生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听取学生本人或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
经学校学生违纪处理委员会讨论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起草处分文件，分管校
领导签发。
对于开除学籍或其他涉及学生重大利益的处分决定，需由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并应当事先进
行合法合规性审查。
（三）处分决定发文下达后，学校可对违纪学生作出的处分采取适当方式在校内予以公布。处分
文件一式 6 份，一份送交给学生本人，一份寄给学生家长，一份送交学生所属学院存入学生档案，一

（二）未在规定的座位上参加考试的；

份送交班主任，一份所属学院备案，另一份留学校备案。学院在收到违纪学生的处分决定时，应当通

（三）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知违纪学生在送达处分决定接收单上签字。违纪学生拒绝签字的，由处分决定送达人员记录在案，各

（四）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学院在收到学生的处分决定后要做好相应的教育工作。

（五）在考试中未保管好自己的试卷、答卷、草稿纸等考试用纸的；

处分决定无法送达的，在校内予以公告，公告期为 5 日。公告期满，视为送达。

（六）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或将试卷、答卷、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

（四）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 10 日内，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

出考场的；
24

处分管理权限及程序：

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违纪学生拒绝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由于特殊原因处分决定文件无法送交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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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申诉期限自公告期期满之日起计算。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在接到违纪学生书面申诉之日
起 15 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但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结论的除外。对违纪学生的
申诉，根据学校学生申诉相关办法执行。
（五）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复查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可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
（六）自处分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学生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视为放弃申诉，学校不再受理其

浙大城院教〔2020〕38 号

提出的申诉。
（七）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书报学校所在地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三十八条

学生处分期满，如无特殊情况，经学校学生违纪处理委员会讨论决定，予以发文解

除相关处分。
第三十九条

处分决定书与解除处分决定书应当真实完整地归入学校文书档案和本人档案。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教育教学改革，引导本科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国家招生统一考试，按志愿录取的学生，一般应在录取的专业完成学业。但在学习期

间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学生，也可提出转专业申请。艺术类学生不能跨类转专业；专升本学生
不允许转专业；新西兰 UW 学院学生只允许在新西兰 UW 学院内的专业互转。

第五章
第四十条

附

则

本办法中所谓的“以上”“以下”均包括本项。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校学生违纪处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浙

大城院发学〔2017〕62 号）同时废止。

第三条

各专业、年级的转入条件和考核方式等由各学院根据专业特点和进入专业学习的基本要

求提出，经学校审核后确定。
第四条

各专业、年级的接收名额由各学院根据教学资源情况提出，经学校审核后统一公布。一、

二年级各专业接收名额原则上不低于已有学生数的 2%。
第五条

新西兰 UW 学院的学生，如拟转入专业的学生数未满限定数额，可以提出转专业申请，

符合条件的可以在新西兰 UW 学院内转专业。
第六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转专业：

（一）已经转过专业者（含要求转回原专业者）；
（二）提出转专业申请当学期或上一学期受到纪律处分者。
第七条

学生从入学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开始可提出转专业申请。

第八条

转专业程序

（一）每学期第 7 周前，各学院将各专业的接收名额、转入条件和考核方式上报学校教务处。
（二）第 8 周由学校统一公布转专业相关信息和时间安排。
（三）第 9 周为各学院接受转专业学生报名时间。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如实填写《浙大城市学院本
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见附件），连同成绩单、纪律处分情况证明、退学警示情况证明等一并递交
到所在学院教学办公室。
（四）第 10 周，学生所在学院根据各专业转入条件完成初审，签署意见后按申请转入专业分类汇
总并报教务处审核。教务处审核后将学生申请表移交给申请转入学院，申请转入学院负责通知并组织
申请转专业学生参加考核。
（五）第 11 周申请转入学院根据考核结果，在《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上签署意
见后，将拟同意转入学生的申请表送交教务处审核并公示。
（六）公示期满后公布转专业学生名单。
（七）获得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当学期应按预转入专业有关要求进行选课。同时，必须参加当学期
原专业的期终考试，若出现考试违纪情况，取消其转专业资格。
（八）转专业学生的学籍异动于当学期结束后正式生效，相关学生的教学与学生管理工作（含短
学期教学环节）由转入专业所在学院负责。
第九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本科学生

转专业管理办法（2017 年 8 月修订）》（浙大城院发教〔2017〕89 号）同时废止。
附件：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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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所在学院

学号

专业

班级

浙大城市学院学分制实施条例
浙大城院教〔2020〕39 号

申请转入学院 / 年级 / 专业名称

申请理由

签名：

第一章
第一条

联系电话：
20

年

月

日

总

则

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激发教师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

分发挥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学分制是以学分作为学习的计量单位，以取得必要的最低学分作为毕业或获得学位的主

要标准，更侧重于目标管理的一种较为灵活的教学管理制度。
家长意见

签名：

第三条

联系电话：
20

年

月

本条例适用于浙大城市学院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

日

第二章
班主任
意见

第四条
签名：

20

年

月

日

第三章

转入学院
负责人意
如同意，建议转入 _____________ 专业 __________ 级 ____
见
签名（公章）：

20

年

月

日

第五条

学分计算

课程学分的计算，以该课程所需的教学和学习量为标准。原则上理论教学课程每 16 学

时为 1 学分；实验课、习题课、上机课、外语听力课与口语课、体育课等课程和分散进行的实践教学
环节每 32 学时为 1 学分；集中进行的实践教学环节一般每周计 1 学分；毕业设计（论文）一般计 8 －

班。
20

年

月

日

12 学分。
第六条

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学校设置第二课堂学分，具体按《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第二

课堂（基础素质）培养及评价实施办法（试行）》（浙大城院学〔2020〕59 号）办理。

编入班班
主任确认
签名：

20

年

月

第四章

日
第七条

教务处
意见

课程设置

学校开设的理论课程、实验课程以及其它实践教学环节统称为课程。课程按类别分为通

识课程、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按性质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其中必修课包括通识必修课程、大类基
签名（公章）：

备注

学校每学年设置春季、秋季两个长学期和一个暑期短学期。长学期安排 19 周，其中考试

2 周；短学期安排 3-4 周，主要用于安排军训、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

学生所在
学院意见
签名（公章）：

学期安排

20

年

月

日

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必修课程，选修课包括通识选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
第八条

提交本申请表需提供相关预审材料，材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⑴相关成绩证明（加盖所在学院教学办公章）
⑵进校以来违纪情况证明（加盖所在学院学工办公章）
⑶进校以来退学警示情况证明（加盖所在学院教学办公章）

为扩大课程的选择面，提高课程质量，学校对部分通识课程和基础课程实行分层次教学，

开设不同类别、不同规格的课程供学生选读，学生需在满足注册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同时，为保证通识课程和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学校对数学、物理、外语、计算机基础等课程教学实行“四
统一”，即统一大纲、统一内容、统一考试和统一阅卷。
浙大城市学院教务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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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选

课
课程绩点权重系数规定如下：

第九条

学生应根据学校课程开设情况和自己的选课意愿，每学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下一学期修

读课程的选课。未选课的学生，不能参加课程考核。
第十条

学生应在客观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自主完成每学期选课，包括自主选择学习进程、自主选

课程性质

各专业培养方案是学生修读各类课程的指导性文件。学生一般应按专业培养方案的课

其他通识必修课程和基

算机基础等通识课程和

础课程，以及专业必修

基础课程（不含实验课） 课程

择课程（层次）以及自主选择主讲教师。
第十一条

数学、物理、外语和计

课程绩点权重系数

1.15

1.1

通识选修课程和专业选
修课程
1.0

程安排顺序修读。学生选课前应在班主任、导师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学习能力，制定学习计划。
第十二条

学生在选课前应检查本人学习进度，特别要检查应修读而尚未修读的课程，或已修读

第七章

但未取得学分的课程，选课时要注意课程修读的前后衔接。每学期修读课程一般建议以 25 学分左右为
宜，最少不低于 15 学分。
第十三条

第十九条

毕业设计（论文）安排在最后一个学年，答辩安排在最后一个学期。在进入毕业设计（论

文）环节前，学生应已基本完成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和学分。
第十四条

给予一次补考机会。补考不及格或放弃补考的课程，学生可以重新修读，重新修读同样按学分收费。

业

对本科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实行弹性制度，四年制本科生学习年限为 3—6 年，五年制本

科生学习年限为 4—7 年。
第二十条

学校根据学生修读课程的学分数计算相应的学分学费，首次修读课程考核不及格的，

毕

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达到注册专业本科培养要求

的，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
第二十一条

提前毕业或延期毕业均需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所在学院同意，教务处批准，

并上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章

课程考核与成绩记载

第二十二条

凡提前或延期毕业的学生，毕业时间均按实际取得毕业资格的年度（每年 7 月）记载，

学制按注册专业计划学制（4 年或 5 年）记载。
第十五条

学生修读的所有课程，都要参加考核。考核无论合格与否，成绩一律记入学生学籍档案。

第十六条

考核成绩一般按百分制记分，部分实践类课程可按五级制（优秀、良好、中等、及格、

第八章

不及格）记分，少数特殊课程经审批后可采用二级制（合格、不合格）记分。
第十七条

学生修读的课程，经考核后，其成绩按百分制在 60 分（含 60 分）以上、五级制及格（含

及格）以上、或二级制合格，即可取得该课程的学分，考核不合格者不能取得相应学分。
第十八条

第二十三条

辅

修

为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对社会需求的适应能力，培养高素质、高质量的复

合型人才，在本科学生中实行主辅修制。

为了客观衡量学生的学习质量，以指导性课程计划作为最低课程要求和最低进度，采

用平均学分绩点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

第二十四条

凡学有余力的学生，可在入学后第二学年起，在主修专业学习的同时，申请参加辅

修专业的课程学习。

具体计算方法为：

第二十五条

学生修读主、辅修专业必须在最长学习年限之内完成，在规定年限内未完成辅修专

业计划的学生，其已取得的辅修专业课程学分可记为通识选修课程学分。

第九章
第二十六条

课程绩点根据考核成绩折算，具体折算办法如下：
百分制

五级制

二级制

30

附

则

本条例适用于 2020 级及以后入学的学生，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学校以前所颁文件中，

凡与本条例内容相冲突的，以本条例为准。

成绩

100-95

94-85

84-75

74-65

64-60

<60

对应绩点

5.0

4.9-4.0

3.9-3.0

2.9-2.0

1.9-1.5

0

成绩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对应绩点

4.5

3.5

2.5

1.5

0

成绩

合格

不合格

对应绩点

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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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我校因退学等情况中止学业，重新参加高考后录取到我校的在籍学生以及转学进入我校的
学生参照本办法进行学分认定。
六、本办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生校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校外修读课程学分认定办法

外修读课程学分认定办法》（浙大城院发教〔2017〕88 号）文件同时废止。
附件：浙大城市学院学生校外修读课程学分认定表

浙大城院教〔2020〕40 号
为鼓励在校大学生进入境内外优质高校学习和充分利用优质资源自主学习，做好并规范校外学习
及成绩认定与管理服务，根据学校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一、本办法的适用对象为以下学生：
（一）参加学校组织的境内外交流项目，赴境内外学习、文化交流等的在籍学生。
（二）经学校批准在部、省属公办普通本科高校选修课程学习的在籍学生。
（三）参加学校认定的在线课程平台学习的在籍学生。
（四）从部、省属公办普通本科高校退学等情况中止学业，重新参加高考后录取到我校的在籍学生。
二、基本原则
（一）认定学分数参照我校学分与学时对应关系，即理论课程 16 学时对应 1 学分，实践课程 32
学时对应 1 学分。
（二）学生校外修读课程学分认定总学分不得超过我校专业要求毕业最低总学分的 50%。
（三）学生校外修读的课程认定后均不计入我校学分绩点统计。
（四）学分认定申请原则上需在学生获得学分后一学期内完成，逾期不予办理。
三、认定程序
（一）学分认定
1．学生本人提出学分认定申请。学生登录教务管理系统，选择信息维护—外来成绩认定—填写申
请课程信息—提交申请信息—生成“浙大城市学院学生校外修读课程学分认定表”。
2．学生打印“浙大城市学院学生校外修读课程学分认定表”，连同对方学校提供的正式成绩单原
件及相关课程介绍等材料，提交给学生所在学院。对方学校的成绩记载或学分计算方法若与我校不同，
需附该校的成绩记载及学分计算方法。
3．学生所在学院教学办公室根据学时对应关系，给予学分认定及课程免修指导。
（二）课程免修
1．学分认定后需免修专业课程计划中相应必修课程的，经开课学院审核后，在同意免修的课程后
面签字确认。具体参照《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课程免修有关事项的规定》（浙大城院教〔2020〕41 号）
办理。
2．未能免修专业课程计划中相应必修课程的，经专业所在学院认定后，可以作为专业选修课学分，
并在免修课程名称一栏中注明“专业选修”。
3．其他认定学分作为学校通识选修课学分。
（三）学校审核
学分认定及课程免修完成后，由学生所在学院在“浙大城市学院学生校外修读课程学分认定表”
上签字盖章，并在教务管理系统进行审核后，报教务处审核。教务处审核通过后，学生可登陆教务管
理系统查询认定结果。
四、认定学分按学校计划财务处相关标准收取学分费。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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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大城市学院学生校外修读课程学分认定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院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课程免修有关事项的规定

班级

修读学校名称

修读时间

浙大城院教〔2020〕41 号

外校学习原因
校外修读课程名称

总学时

成绩

学分

免修计划内课程名称
( 课程号 )

开课学院
意见 ( 签名 )

为进一步完善和推进学分制，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个性化教学，因材施教，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针对学生实际修读课程与专业指导性课程计划要求课程不一致时，课程免修事项
处理作如下规定：
一、学生注册专业相应年级所对应的专业指导性课程计划，是学生毕业资格审核的依据，其课程
学分是修读的基本标准，学生一般应按课程计划要求的课程修读。
二、学生由于交流学习、转学、转专业、年级变动等原因引起实际修读课程（学分）和课程计划
要求不一致时，属于下列情况的，可以免修。
（一）分层次教学的课程，相同课程中实际修读课程层次高于课程计划要求的，具体情况参见“浙
大城市学院公共基础课和部分学科基础课分层次教学课程一览”。
（二）已修读同类课程学分高于或等于专业课程计划要求的，或低于专业课程计划要求 1 个学分

合计认定         学分，其中         学分可以作为专业必修课学分，         学分可以作为
专业选修课学分，         学分可以作为通识选修课学分。

以内，但成绩≥ 75 的。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学生所在学院
意见

相差学分

已修课程成绩

是否免修

已修课程学分高或相等

≥ 60

免修

≥ 75

免修

＜ 75

否

已修课程学分
负责人签字（盖章）：

0.5—1.0
≥ 1.5

年    月    日

否

三、其他相近课程的免修，学生需提出书面申请，经开课学院论证与专业课程计划中相应课程相
同性达 70% 及以上的，才可以免修课程计划中相应课程。
四、因课程免修引起的学分总数的减少，学生需补修不足的差额学分，补修课程应选择修读相近
课程或本专业选修课程。

教务处意见

五、学生实际修读课程经论证低于专业课程计划中相应课程的要求，或无法找到专业课程计划中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的对应课程，则将其作为学校普通教育选修课学分。经专业所在学院论证认定，也可以作为专业选修
课学分。
六、普通教育选修课程原则上不能替代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

说明：
1．本表需附外校学习的校方正式成绩单原件、相关课程介绍。成绩记载或学分计算方法与我校不
同的，需附该校的成绩记载及学分计算方法。
2．认定课程可免修必修课的请在免修课程名称栏填写计划内课程名称及课程号；不能用于免修必
修课程的，可由学生所在学院认定是否作为专业选修课学分或公选课学分，并在免修课程名称栏备注
专业限选或公选。
3．本表一式三份：教务处、学生所在学院教学办、学生各留存一份。
34

七、本规定自 2020 年 9 月起开始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生课程免修
有关事项的规定》（浙大城院发教〔2011〕83 号）同时废止。
附件：浙大城市学院学生课程免修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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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大城市学院学生课程免修申请表
姓名

学号

年级

浙大城市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

现主修专业

浙大城院教〔2020〕42 号

□校际交流（交流学校名称：         

          ）

免修原由

□转学（原学校名称：            

            ）

（请在□内打√）

□转专业（原专业名称：        

               ）

□年级异动（预期毕业年份：   

                ）

已修课程

名称

成绩

学分

周学时

课程考核是检验教学效果、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课程管理，使课程考核
工作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建设优良学风，推进高素质人才培养，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 41 号令），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第一条

——

总

则

课程考核的目的在于指导、督促学生系统地复习和巩固所学知识和技能，检验理解程度

和灵活运用能力，调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

名称

第二条

学分

周学时

——

考核工作是教学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价的重要内容，应坚持公平、公正、

诚实、严谨的原则。凡属本科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应当进行学期考核，实习、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设
计）论文等实践性教学环节应以相应方式进行考核。

免修课程理由：
免修课程

第三条

学校实行补考制。课程考核不及格者有 1 次补考机会 , 补考不收费。

第四条

凡在籍的学校本科学生必须参加所修课程的考核，并取得相应的成绩，成绩合格者可获

得相应学分。

第二章

年    月    日
  

第五条

考核工作由分管校领导牵头，教务处依照本办法和学校相关规定进行组织和协调，各学

院依照本办法、本科培养方案及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学生所在
学院意见

考核组织

第六条

各学院要认真抓好考前命题、考场管理、考后阅卷、试卷分析等考核工作的各个环节，

在期末考核前各学院应组织开好三个会议，以保证考核工作的顺利进行。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一）各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结合本学院情况研究落实有关考核工作的措施。
（二）各学院任课教师、班主任、主考、监考人员会议：布置有关考核的各项具体工作，重申考
场规则及监考人员职责。
（三）学生考前动员大会：向全体学生申明考核的目的、要求和纪律，敦促学生认真复习，诚信为人，

开课学院
意见

诚实应考。
负责人签字（盖章）：

第七条
           年    月     日

需变更的，须经学院教学副院长签署意见并报教务处批准后，由教务处统一调整。
第八条

备注

考核时间由教务处依据当学年的校历安排。一经确定，不得擅自更改。如遇特殊情况确
考核的组织安排

（一）以课程教学班为单位，按照学生随机隔位就座的原则安排考场。
（二）主考、监考人员由各相关学院负责安排。主考教师原则上由任课教师担任。学生人数 80 人
以内的考场，至少应安排 2 人监考；80 人以上的考场，至少应安排 3 人监考。各学院教学办负责向主、

注：本表一式两份，分别交学生所在学院和教务处。
36

监考人员发出监考书面通知，明确主监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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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三）监考人员排定后不得擅自变更。因故确需变更或由他人代替时，必须事先征得所属学院教

主考和监考教师职责

学办同意。
第十三条

第三章
第九条

考核方式与试卷命题

问题，在考试过程中巡视考场，解答考生印刷错误方面的疑问或试题需要更正的地方，并协助监考老
师维持考场秩序。
第十四条

考核方式

（一）考核分考试与考查两种。考核方式（包括考核形式、成绩构成、评定方式等）由任课教师提出，
开课学院、教学委员会或基层教学组织认定，在课程教学大纲或教学日历中予以公布。考核形式一般
可采取笔试、口试、机试、实践操作、报告、论文等方式，或几种方式相结合。
（二）在满足考核要求的前提下，鼓励教师结合课程实际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应避免不结合课
程实际而照抄照搬一些所谓的标准化测试等考核方式。
第十条

主考教师应在考试开始前进入考场，检查试卷印刷是否清晰、是否存在缺页、漏题等

监考教师应在考试之前 25 分钟领取试卷，提前 15 分钟进入考场，张贴座位表，必须

随机安排考生座位，并按隔位对号入座。在黑板上公布本场考试科目、考试时间，并做好考试前的试
卷分发准备工作。
第十五条

学生进入考场后，监考教师要认真检查、核对学生的有效证件，核对应考人数和实考

人数，不在考试名单中的学生不能参加考试（缓考学生凭缓考审批单到指定考场参加考试）。
第十六条

监考教师应关闭通信工具并在开考前向学生宣读考试纪律和有关注意事项，要求学生

将所有书籍、讲义、笔记、手机、电子辞典、计算器、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可以上网或带存储功能

试卷命题

（一）课程考核应根据课程教学大纲和命题计划书进行命题。着力引导学生把精力放在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上，考核学生的理解程度以及实际应用能力，注重考题对启发学生创新思维和培养学生创

智能设备等物品放在指定位置，检查学生隔位就座或按指定位置就座情况。
第十七条

分发试卷前，监考教师应清点试卷份数；考试开始，准时发卷；开考半小时后，清点

参加本次考试的学生人数填入考场情况登记表；考试结束，当场清点考卷，监考人员应请 2 名考生共

新能力的引导。
（二）开课学院负责命题组织工作。课程负责人具体负责命题、组卷、付印、试卷分析以及试卷
安全保密等工作。课程考核命题工作一般应在考核前两周完成。
（三）考核范围广的课程，如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等课程，应努力创造条件，推行考、教分离。
（四）试题应具有一定的深度，覆盖面广，题型结构科学；题量适当，与考试时间相适应；难度适中，

同当场清点试卷份数，并由学生代表在考场情况登记表上签名，杜绝试卷流散。
第十八条

在整个考试过程中，须保持考场安静。监考教师应加强考场巡视，不站在学生身边观

看学生答题，不交谈、不看书报、不随意离开考场、不做其他与考试无关的事务。
第十九条

监考教师应认真检查学生遵守考试纪律情况，对违反考试纪律的学生，可令其退出考场；

迟到 30 分钟以上的考生，不允许其进入考场，以旷考论处。如发现学生有违纪或作弊苗头，应立即给

力求使试卷有良好的区分度。
（五）考试应准备考卷和备用卷（即 A、B 卷），其难度和覆盖面应基本一致，两套试卷中应避
免重复题目。命题时，每份试卷需经教师试做，并提供相应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六）试卷命题实施系（部）主任或教研室主任审核制度，即试卷必须经系（部）主任、教研室
主任审核签字，经学院教务管理部门盖章后，方可付印。

予口头警告；如发现学生已有作弊行为，当场认定并收缴作弊物证，收回试卷，令其退出考场并陪其
到教务处说明情况，在其考卷上注明“作弊”并签名。
第二十条

考试结束，监考教师应要求学生立即终止答题，收齐并清点试卷，确定试卷份数无误

后准许考生离场，如实填写《浙大城市学院考场情况登记表》并签名，对缺考、违纪、作弊的学生及
主要情节应作明确的记录和认定。考场情况登记表交回所在学院教学办公室 , 并及时将出现问题考场

第四章

试卷管理

的《浙大城市学院考场情况登记表》复印一份交教务处，原件由各学院保管、存档。试卷由主考教师
收回。

第十一条

试卷格式

（一）试卷采用学校统一制定的试卷卷首样式印刷，注明考核课程名称、学年学期、考核所需时
间等信息，并注明是否闭（开）卷。开卷考试的，应注明允许携带的资料范围，必要时可另附页说明。

第二十一条

监考教师应严格遵守教学纪律，认真履行监考职责，自始至终维持好考场秩序。若

不认真履行职责，出现给考生暗示答案、对考场上的违纪作弊行为不加制止、不如实记录或隐瞒不报
等情况，一经查实，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或纪律处分。

（二）试卷要求字迹清晰、图形准确，无漏页漏题，经课程负责人校对，系（部）主任或教研室
主任审核签字后，在考试前 1 周内打印密封。

第六章

巡考人员职责

（三）试卷由教务处指定印刷点统一印刷，不得流失、扩散。
第十二条

试卷保管

（一）各课程试卷在考核前后的各个环节中都必须严格保密。严禁在联网电脑上进行试卷的编制、

第二十二条

学校对学生期末考试实行巡考制度。巡考人员由学校有关领导、教务处、教学督导

组及其他相关部门管理人员组成；各学院也要安排学院主管领导、教学管理人员及教学督导组等巡考。

打印工作，以防泄密，命题教师和接触试题的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泄漏试题。如发生试题泄漏情况，

第二十三条

巡考时间应安排在开考前 15 分钟至开考后 30 分钟、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至考试结束。

应及时报告教务处和相关学院，迅速采取措施，变更试卷或试题内容，同时追究当事人责任。

第二十四条

考试开始前 15 分钟着重巡视各考场的考前准备工作，包括监考教师是否及时到位、

（二）评阅后的试卷（含电子版），连同命题计划书、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试卷分析、成绩单原稿（含
平时成绩记录表）交开课学院教学办登记封存，保存期 5 年。
（三）教务处、各学院应组织人员对评阅过的试卷定期抽查，以便了解课程考核情况。

考场清场是否彻底、学生是否按规定就坐等。对考试准备不规范的考场，巡考人员应敦促监考教师及
时改正。
第二十五条

开考后 30 分钟内，着重巡视考场纪律。遇有监考教师迟到、缺席等情况，应及时向

教务处报告，并与监考教师所在学院取得联系。
38

39

2020 级学生手册

第二十六条

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内，着重巡视监考教师履行职责情况和考场纪律，督促监考教师

第三十八条

原始成绩档案由学院教学办公室严格管理，不得遗失、涂改，除工作需要外不得随

履行职责，要求其认真填写考场情况登记表并签名。考试结束后，巡考人员按要求认真填写《浙大城

意查阅。学生对本人考核成绩如有异议，允许核查试卷。查卷须在该课程成绩公布之日起至次学期开

市学院考场巡视情况登记表》并签名，交教务处存档。

学 2 周内向开课学院教学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经学院教学副院长批准，由任课教师和教务员在教学
办公室核查试卷。学生不得参与核查工作，超过规定期限，不受理查卷。

第七章

考场规则

第三十九条

评卷确有差错需修改成绩，由评卷教师或任课教师向所属学院教学办公室提出，填

写《浙大城市学院教务管理系统学生成绩更正表》，经学院教学副院长签字后，附相关材料报教务处修改。
第二十七条

学生应于开考前 10 分钟进入考场，无故不得缺考。迟到 30 分钟以上者，不得参加

本次考试，并作旷考论处；考核进行 30 分钟后，方可交卷离开考场。因病住院、急诊留院观察不能参

第九章

试卷分析与反馈

加考试者，可凭学校医务室或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证明提前到所在学院和教务处办理缓考手续。
第二十八条

学生必须凭本人学生证或身份证参加考试，服从监考人员的安排隔位就座或对号就

座，并将证件放在桌面以便监考人员随时查验，无证件者不得参加考试。学生未经监考人员允许擅自
离开考场后，不得重新进入考场继续答卷。学生完成考试后应离开考场，不得在考场内逗留或在考场

第四十条

试卷评阅后要认真做好试卷分析，试卷分析内容应翔实、全面。

第四十一条

试卷分析经系主任或教学部主任或教研室主任审核并签署意见，与试卷一起登记存

档。对试卷分析的结果要做好反馈工作。

附近高声交谈，在考试结束前不得在网上讨论试卷题目及报对答案。
第二十九条

学生的试题、答卷、草稿纸由监考人员统一发放和收回（禁止学生自带纸张），一

第十章

附

则

律不准由学生带出考场。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答完试卷后，应举手示意，请监考人员收卷后方可离开考场；
考核结束，监考人员宣布收卷时，学生应立即停止答卷，在座位上等待监考人员收卷、清点后，方可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浙大城院

发教〔2018〕82 号）同时废止。

离开考场。
第三十条

第四十二条

学生应带齐必要的文具用品，考试中一般不得互相借用，个别学生确需借用时，需经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监考人员同意并代为借还。
第三十一条

除必要的文具和开卷考试科目所允许的工具书和参考书以外，一切与考试无关的物

品（如书籍、讲义、笔记、手机、电子辞典、计算器、通讯工具、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可以上网或
带存储功能智能设备等）一律不得带入考场，如已带入必须放在监考人员指定的位置，否则按考场违
纪或作弊论处。
第三十二条

学生参加考试，要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成答卷。凡不服从监

考人员安排，违反考场纪律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成绩记零分，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八章
第三十三条

成绩评定与管理

考核成绩的评定，可根据课程性质的不同 , 采用百分制或五级记分制（优秀、良好、

中等、及格、不及格），少数特殊课程经审批后也可采用二级记分制（合格、不合格）。
第三十四条

课程的综合成绩由平时成绩（包括期中考试、课堂讨论、测验、作业、论文、到课

率等）和期末考试成绩综合评定。其中，平时成绩的比例及评分原则根据课程性质由课程负责人确定（学
校鼓励教师加强教学过程考核，加大平时成绩比例），并在教学日历中以书面形式明确。
第三十五条

量大面广的基础课程及部分学科基础课程由学校统一组织补考；其它课程的补考由

开课学院组织。补考及格的，成绩记为 60 分（或及格）。
第三十六条

教师应按照评分标准公正、科学地评阅试卷，综合评定的总成绩应客观、真实地反

映学生对该课程的掌握程度和学习质量。凡量大面广的试卷（如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等），一般
应该统一组织阅卷。
第三十七条

任课教师在考试后 3 个工作日内必须完成成绩评定和录入工作，安排补考的课程须

在考后 1 个工作日内完成评卷与成绩录入工作。成绩输入教务管理系统后，成绩单打印一式 2 份并签名，
将其中一份成绩单（含平时成绩记录表）和试卷送交开课学院教学办公室，另一份交教务处存档。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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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城市学院课程补考实施办法

浙大城市学院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实施办法

浙大城院教〔2020〕43 号

浙大城院教〔2020〕44 号

为做好教学管理，有序安排课程补考工作，根据国家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
特制定本办法。

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课程补考适用范围

一、适用范围

（一）学生修读课程，如综合评定成绩不及格，学校给予在籍学生一次补考机会，补考难度与原

本办法适用于培养方案中有大学英语课程修读要求的专业。

课程期终考试相一致。
（二）对课程考试中缺考、旷考、考试违纪或办理缓考手续者，皆不予安排补考。
（三）各类课程每次修读均给予一次补考机会。学生不参加补考（含补考缺考）的，视为放弃补考。
放弃补考或补考不及格的，不再予安排补考。
二、课程补考安排
（一）补考一般安排在下一学期开学后进行。
（二）对于部分涉及面广、补考人数较多的课程由学校统一安排，一般安排在下一学期开学初第“零”
周进行。
（三）其他课程补考由各开课单位安排，可以单独组织补考，也可以安排跟班补考。
三、课程补考操作程序
（一）期终考试结束后，各任课教师应及时完成试卷评阅和成绩录入工作，学生应及时上网查询
本人成绩和相关的补考信息。
（二）每学期期终考试结束，成绩录入完成后，由教务处生成各课程的补考数据，开课单位根据
补考数据组织安排补考。

二、分级教学及要求
（一）大学英语课程实施分级教学，课程包括《大学英语 (I)》《大学英语 (II)》《大学英语 (III)》
《大学英语 (IV)》《大学英语 (V)》《大学英语 (VI)》及大学英语拓展课程。除大学英语拓展课程外，
每门课程 4 个学分。
（二）学生必须通过学校《大学英语 (IV)》课程考试，获得外语类课程总学分不低于 12 学分，其
中大学英语课程获得学分不低于 8 学分。
（三）各专业培养方案原则上安排学生从《大学英语 (III)》起读。修读高级别课程获得学分后，
原则上不允许选择低级别的课程修读。
（四）参加雅思考试达到 6.5 分及以上或托福考试 90 分及以上者可以申请获得外语类课程 2 个学分，
具体学分认定详见《浙大城市学院学生校外修读课程学分认定办法》（浙大城院教〔2020〕40 号）。
三、教学安排
新生入学后，学校将根据其高考英语成绩建议起始修读等级。开学初选课时间内，学生可根据教
学资源及开班情况，通过教务管理系统进行适度调整。第二学期起，学生需要通过教务管理系统网上
选课，自行选定相应等级的大学英语课程修读。

（三）补考课程安排信息统一由教务处公布，学生应及时上网查询相关信息。

四、成绩记载

四、课程补考成绩记载

（一）《大学英语 (IV)》课程的总评成绩直接以期终考试卷面成绩记载，同时作为学校大学英语

凡经补考及格的课程皆按 60 分（或及格等）记入学生成绩单，注明“补考”字样，并获得相应学
分。经重修后所获课程成绩按实际得分记入学生成绩单。
五、其他

水平考试成绩。
（二）除《大学英语 (IV)》外，其余课程的总评成绩根据平时成绩（包括期中考试成绩、口试、作业、
课堂表现等）和期终考试成绩综合评定。

（一）补考不收费。

五、其他

（二）补考试卷标准及要求与期末考试试卷相同，并按学校课程考核管理的相关要求保存与归档。

（一）个别培养方案仅要求修读《大学英语 (I)》《大学英语 (II)》和《大学英语 (III)》的专业，安

（三）本办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课程补考实
施办法》（浙大城院发教〔2014〕93 号）同时废止。

42

为更好地实施因材施教，合理组织教学，推进教学改革，根据学校学分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结

排学生从《大学英语 (I)》起读。
（二）本办法自 2020 级学生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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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城市学院学生实验守则

浙大城市学院实习教学管理办法

浙大城院教〔2020〕45 号

浙大城院教〔2020〕52 号

一、学生进入实验室从事教学、科研活动，应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掌握科学严谨的实验方法，

第一章

总

则

不断提高自己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努力培养创新精神。
二、实验前应认真预习，明确实验目的、步骤、方法和安全要求，了解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和实
验器材的特性。
三、按时到达指定的实验室。衣着整洁、举止文明，并保持安静，不带与实验无关的物品进入实验室。
迟到或未经允许早退 15 分钟以上按旷课处理。
四、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实验，认真测定数据，做好实验数据的原始记录并交指导教师审阅。
独立完成实验报告，不抄袭或臆造。
五、实验过程中应注意安全、正确操作，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并进行思考和分析。不做与实验无关的事，
不搬弄与本次实验无关的仪器设备。
六、爱护仪器设备，节约水电和实验材料。若发现设备故障或意外情况，应立即采取正确的防护

第一条

实习教学是本科学生培养中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是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的重要途径。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实习教学管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精神，
不断提高实习教学的效果和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习教学主要指各类认识（社会调查）实习、教学（课程、专题、金工）实习和毕业（综

合）实习等课程计划中统一安排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实习教学形式采取集中与分散、校内与校外相结
合等多种组织形式进行。
第三条

实习教学过程主要包括开展实习动员和安全教育，进行现场教学，制作实习作品（工科、

设计类专业），撰写实习报告，评定实习成绩以及完成总结评估和优秀成果展示等。在具体实施前，
应制定实习教学大纲和实习计划。

措施（如切断电源、水源或气源等），防止事故扩大，并及时向指导教师报告。因违反规程操作或不

第二章

服从指导而造成设备损坏的，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照价赔偿。

目的与要求

七、实验完毕，应做好仪器设备的复位和实验台的清理工作，关闭水、电、气源，归还借用物品，
经指导教师同意后方可离开。
八、需进入开放性实验室进行自行设计实验，应事先预约并取得实验室管理人员的同意，认真填
写《开放性实验室学生使用情况登记册》。

第四条

实习教学目的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参观考察、社会调查、模拟训练、见习体验、动手操作、

实际应用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使学生深入了解学科专业应用背景，进一步拓宽视野；在巩固和运
用理论知识基础上，提高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增强劳动观念，努力培养开拓创新和团
队合作精神。
第五条

实习教学内容应与专业教育密切相关，并可以与学科竞赛、大学生创新训练等实践活动

相融合。
第六条

实习教学应做到场所与设施相对稳定，安全保障装备完善，制度健全，过程完整，时间充足，

内容与要求明确，成果具体可见，评价标准客观公正。

第三章
第七条

组织与管理

学校负责制定实习教学工作总体要求，利用信息化技术对各学院实习教学的组织开展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协调，并进行总结评估。
第八条

开课学院职责

（一）结合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系统设计实习实践教学体系。健全实习质量标准，合理安
排实习组织形式，并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制定实习教学大纲。实习教学大纲主要包括实习目的与任务，
实习内容与基本要求，实习作品（工科、设计类专业）和实习报告的规范与要求，实习考核与成绩评
定方法，推荐教材与参考书目，其它相关说明（含实习纪律与安全注意事项）等。
（二）科学制定实习方案。按学期制定实习计划，主要包括实习形式、实习时间与地点、实习指导（带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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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部门、科研机构或企事业单位共同建设，并签署合作协议。

队）教师和实习单位等。
（三）选好配强实习指导教师。选派经验丰富、业务素质好、责任心强、安全防范意识高的教师

第十四条

学校将定期检查实践教育基地的基本情况，并公布检查结果。

和技术人员担任实习指导（带队）教师，全程管理、指导学生实习。原则上分散实习的教师所指导的
学生人数一般不超过 30 人。

第五章

考核与成绩

（四）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会同实习单位落实管理责任，加强实习安全措施及保障
工作，做好安全及其他突发事件的风险处置预案。实习前为学生购买实习责任险或人身伤害意外险。
（五）明确实习目的、任务、要求和成绩评定方法，并加强对实习过程的管理，及时解决实习中

第十五条

实习考核可采取笔试、面试、实践操作、论文、报告等方式，也可以几种方式相结合。

第十六条

实习成绩的评定应综合考虑学生实习过程表现及考核结果，成绩评定应坚持客观、科学、

合理、公正，原则上呈正态分布，一般采用百分制记分，90 分以上的比例控制在 20% 以内。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六）加强实习信息化建设。做好信息采集和过程管理，加强现代信息技术、虚拟仿真技术在实

第六章

习中的应用，开发相应的虚拟仿真项目替代因生产技术、工艺流程等因素限制无法开展的现场实习。

总结与评估

（七）做好实习考核与成绩评定，完成总结和实习教学资料的归档工作。实习教学资料由学院保存，
第十七条

保存期限不低于五年。
第九条

学校与各学院共同建立实习教学的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对实习教学各个环节的工作

进行实时检查和监督，不断提高实习教学的效果和质量。

实习指导（带队）教师职责

（一）指导（带队）教师应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并根据实习教学大纲的要求负责实习教学的

第十八条

各学院应对实习教学的组织管理和教师指导状况等方面的工作及时进行总结，针对存

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并鼓励教师在实习教学的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开展研究和改革。

全过程指导和实习考核。
（二）在实习前，指导（带队）教师应组织学生认真学习实习教学大纲和实习管理制度，使学生

第七章

明确实习的目的、任务和要求。应集中宣讲实习纪律和注意事项，并做好实习场所（环境）的安全教育。

附

则

（三）在实习时，加强实习过程指导和管理，确保实习质量。集中实习时，指导（带队）教师应
跟班指导与管理；分散实习时，要加强对实习基地条件、实习内容的审核管理，指导（带队）教师每
周应至少与学生联系一次，及时了解实习进展情况和安全状况，并前往学生较集中的实习场所进行巡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生实习教学

工作条例》（浙大城院发教〔2008〕88 号）同时废止。

回检查和指导，与实习单位一起解决实习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指导（带队）教师应定期检查学生的《实
习记录本》。
（四）负责对学生的实习考核和成绩评定。
第十条

学生实习纪律与要求

（一）认真学习实习教学大纲和实习管理制度，明确实习的目的、任务、要求和成绩评定方法，
完成规定的实践任务，制作实习作品（工科、设计类专业），撰写实习报告。
（二）尊敬师长，团结协作，虚心接受指导（带队）教师及相关人员的指导和检查，每周至少一
次向指导（带队）教师汇报实习情况，认真填写《实习记录本》。
（三）在指定地点进行实习，严格遵守实习纪律，特别应遵守实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节约材料，爱护仪器，确保安全，对实习单位的技术资料负有保密责任。
（四）因事、因病离开实习岗位，需事先向指导（带队）教师请假。根据《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
生学籍管理细则》（浙大城院教〔2020〕37 号），缺课时间累计达到全过程三分之一者，将被取消评
定实习成绩的资格，成绩按零分计。
（五）在校外实习的学生应事先办理好相关手续。

第四章
第十一条

场所与设施

完好的实习教学场所与设施是学生完成实习活动的基本保证，学校和各学院应充分重

视各类实践教育基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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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校内实践教育基地包括各类实验室和创新实践基地等。

第十三条

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的建设应本着“就地就近、相对稳定”的原则，由各学院选择合适
47

2020 级学生手册

量分析、总结评优和成果归档等各项工作。对在校外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的学生，各学院应特别加
强管理、监控和安全教育工作。
第七条

浙大城市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办法

指导教师条件

（一）指导教师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具备一定的科研工作能力。各学院可聘请外单位
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指导教师，并配备专职教师负责联系和协调工作。
（二）每位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8 人（法学、人文、经管类专业不超过 10 人）。

浙大城院教〔2020〕51 号

（三）指导教师应确保有充足的时间指导学生。
第八条

指导教师应认真履行纪律监督和过程指导等职责，做好选题申报、下达任务书、业务指导、

成果检查、论文审阅和考核评价等各项工作。在指导过程中，教师应注重设计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启发

总
第一条

则

录每次指导的内容和学生的出勤情况。
为更好地实现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切实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教高厅 [2004]14 号）等文件精神，
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引导，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教师应定期指导学生，并记
第九条

学生毕业设计（论文）规范

（一）认真学习所在学院公布的“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实施细则”，明确了解毕业设计（论文）
的全过程要求和评分标准。

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在培养学生探求真理、

（二）根据指导教师所下达的任务，查阅近期发表的与选题相关的文献资料 15 篇（含 15 篇）以上，

强化社会意识、训练科研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2 篇，并据此撰写文献综述、开题报告和外文翻译的译文各 3000 字（法学、人文、

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开拓创业精神的重要途径。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也是衡

经管类专业各 2500 字）以上。

量教学水平、进行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
第三条

毕业设计（论文）主要包括选题、开题、中期检查、论文（设计）撰写、答辩等环节。

在进入毕业设计（论文）环节前，学生应基本完成课程计划所规定的教学内容，并获得相应的学分。

（三）发扬刻苦钻研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独立完成论文（或设计说明书）10000 字（法学、人文、经管类专业 8000 字，特殊专业应满足所在学
院根据培养目标另行制定的相应要求）以上，以及根据专业性质所需的设计图纸、实物作品、实验数
据和程序软件等。

第一章
第四条

目的与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的基本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科学研究或

工程设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和勇于探索的
创新精神。
第五条

（四）尊敬师长、团结互助，虚心接受指导教师及有关人员的指导和检查，定期向指导教师汇报
毕业设计（论文）的进展情况，及时提交设计成果和资料。
（五）在指定地点开展毕业设计（论文），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制度，确保安全，节约材料、爱
护设备。因事、因病离岗，应事先向指导教师请假。根据《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浙
大城院教〔2020〕37 号），缺课时间累计达到全过程的三分之一者，将被取消答辩资格，成绩按零分计。

毕业设计（论文）基本教学要求

（一）使学生掌握中外文文献检索及本专业外文资料阅读和翻译的基础技能，了解学科发展的前
沿动态。

（六）在校外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的学生应事先办理好手续，遵守所在单位的规章制度，并对
毕业设计（论文）内容中涉及的有关技术资料负有保密责任。

（二）巩固和提升学生的理论知识，使学生掌握对实际问题独立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并提出创

第三章

新性的研究成果或推断结论的方法。
（三）进一步训练和提高学生的调查取证、分析设计、理论计算、实验研究、结果论证、口头表达、
文字表述和计算机应用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

第十条

选题与开题

选题的基本原则

（一）选题必须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体现学科特点和综合训练的目的，有利于提高学
生的学术研究水平，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

第二章
第六条

组织与管理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实行学校和学院两级管理。

（一）学校负责制定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总体要求，利用信息化技术对各学院组织工作的开
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协调，并进行总结评优。
（二）各学院应成立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指导小组，组织制定本学院的“毕业设计（论文）工
作实施细则”，开展动员、安全教育、审定选题、落实场地经费、阶段性检查、组织答辩和评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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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题应遵守国家法规和方针政策，结合生产实际和社会发展需要，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
现实意义，提倡真题真做，鼓励将毕业设计（论文）与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学科竞赛、创业计划和“产
学研”合作项目相结合，并努力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发展。选题应逐年更新，做到在三年内不重复。
（三）选题应考虑适当的难易度和工作量，以确保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经过努力能够较好地完
成任务书中规定的内容及要求。
（四）由多个学生共同参与的项目或课题，应明确每个学生的分工、独立工作的范围和内容要求，
保证每个学生都有一个独立的题目，且内容不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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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第十六条

选题与开题的工作程序

（一）毕业设计（论文）选题一般由指导教师提出，应包括题目、目的意义、内容及要求、工作
难点和所需条件等内容，并经所在学院审核批准。

学校根据《浙大城市学院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评选办法》和《浙大城市学院毕业设计（论

文）优秀指导教师评选办法》，评选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和优秀指导教师，表彰先进，鼓励学生和
指导教师将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的成果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

（二）各学院应在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的前一学期落实选题。
（三）开题报告需进行答辩，通过开题答辩的学生方可进入毕业设计（论文）的下一环节。

第四章

答辩与成绩

第六章
第十七条

附

则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毕业设计（论文）

工作管理办法》（浙大城院发教〔2008〕53 号）同时废止。
第十二条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一）各学院成立答辩委员会，下设若干答辩小组。答辩小组的人数为 3 至 5 人 , 组长一般应具
有高级职称。答辩小组的人员组成实行指导教师回避制。
（二）学生应按要求提交开题报告（含文献综述和外文翻译）、论文（或设计说明书）和辅助材料，
以及实物作品（工科、设计类专业）等，并提出书面答辩申请。
（三）指导教师应认真审阅毕业设计（论文）的全部内容并填写评语，对学生提出的答辩申请签
署意见。若毕业设计（论文）未达到要求，应指导学生及时进行修改和完善。
（四）各学院负责审查申请人的答辩资格，通过资格审核的学生可以进入答辩和成绩评定环节。
（五）答辩小组应对开题报告（含文献综述和外文翻译）和论文（或设计说明书）进行评阅，验
收实物作品（工科、设计类专业）。
（六）答辩时，先由学生介绍其研究的内容、方法、过程、创新点和最终成果，答辩小组根据课
题涉及的内容，提出难度不同的问题，并对学生的答辩情况进行记录。每个学生的成果介绍和答辩小
组的提问时间分别为 10 至 15 分钟。
（七）答辩结束后，答辩小组应及时填写评语和评定成绩。
（八）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应由学生本人申请，指导教师推荐，学院答辩委员会单独组织答辩
并评定成绩。
第十三条

成绩评定

（一）毕业设计（论文）的总评成绩应以学生独立完成任务的质量、学术研究水平与综合应用能力、
创新点以及答辩情况等为依据，由指导教师、评阅人和答辩小组根据学校毕业设计（论文）评分标准
和相应权数评定。毕业设计（论文）的成绩采用百分制记分。
（二）评定毕业设计（论文）的成绩时，优秀（90—100 分）比例控制在 20% 以内，良好（80—
89 分）比例控制在 45% 以内，其余为中等（70—79 分）、及格（60—69 分）和不及格（59 分及以下）。
对于毕业设计（论文）质量较好的专业，可适当增加优良比例。
（三）对具备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资格且首次评分为不及格的学生，所在学院可在当学期结束
前组织一次补答辩，并按《浙大城市学院课程补考实施办法》（浙大城院教〔2020〕43 号）规定的方
法记载成绩。

第五章
第十四条

监督与评优

学校和各学院应共同建立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对毕业设计（论文）

各个环节的工作进行实时检查和监督，稳步提高毕业设计（论文）的总体水平。
第十五条

学校和各学院应及时对毕业设计（论文）的组织管理和教师指导等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

并对照人才培养目标找出差距，提出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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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每位学生每年度只能申报一个项目。未按期结题的学生或团队不得再次申报。

第十三条

每个项目应聘任 1-2 名具有博士学位或中级以上职称的指导教师。每位指导教师每个

年度指导的项目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2 项。

浙大城市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

各学院组织专家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评审，根据学校分配的名额将评审结果报教务处。

教务处汇总审核后发文公布立项。
第十五条

浙大城院教〔2020〕49 号

重点项目应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一定的研究基础和成果积累，且具有较好的研究团队，

预期能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重点项目一般不超过各学院当年立项项目总数的 30%。余者列入一般
项目。

第一章
第一条

总

则
第五章

为推动学校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的管理，强化学生创新能力训练，结合学校实际，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以下简称大创计划）包括科技制作类、创意设计类、论文类、调

研报告类和创客项目等创新训练项目。
第三条

项目实施管理

第十六条

大创计划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年，且必须在项目申报人毕业离校前完成。

第十七条

大创计划实行各学院管理下的项目负责人负责制，项目负责人是项目申报、实施和经

费使用的第一责任人

学校综合性创新实践基地和各实验室等为参与大创计划的学生提供技术、场地、实验设

备等条件支持。

第十八条

项目正式立项后，名称、内容、实施时间、组成成员及指导教师原则上不得变更，如

确须变更，需经指导教师、项目所在学院审批同意后，报教务处审核备案。提出延期的申请报告应反
映以下内容：项目研究进展情况；不能如期完成的原因；所需延长的期限；延长期内主要研究内容及

第二章

管理机构

计划。延长期一般不超过三个月。
第十九条

第四条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为大创计划的领导机构，总体指导大创计划的开展。

教务处是大创计划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相关政策制定、过程监督和数据汇总公布等工作。
第五条

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和措施。对中期检查合格的项目，学校按计划拨付首批经费。对研究无进展或因各
种原因中止的项目，将终止拨款。

大创计划实行学校和学院两级管理，各学院负责大创计划项目的组织申报、立项评审、

中期检查、结题验收、成果采集、数据汇总、经费发放等具体实施和管理工作。

各学院要组织专家对项目实施内容、进度、阶段性成果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中期检查，

第二十条

根据项目研究期限，各学院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结题验收。项目结题验收结果分为优秀、

通过和不通过三个等级。其中优秀项目数不超过当年该学院参与结题验收项目数的 20%。学校将根据
各学院结题情况酌情调整下一年度大创项目立项分配额度。

第三章
第六条

经费管理

学校设立大创计划专项经费，用作项目经费资助。同时鼓励各学院多渠道筹措经费，加

大对大创计划项目的资助力度和资助面。
第七条

各学院设立大创计划专项经费折，教务处根据当年大创计划立项情况分次拨付到各学院，

各学院根据专款专用的原则规范使用。
第八条

大创计划项目分为两类：一类为重点项目，每项资助经费额度：理工类 1400 元，人文经

管类 700 元；另一类为一般项目，每项资助经费额度：理工类为 800 元，人文经管类 400 元。
第九条

大创计划立项后，项目资助经费分两次进行拨款。第一次拨款在项目中期检查结束后，

第二十一条

申请项目的资格。情节严重的，将依校纪校规处理。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大创计划每年申报一次，实行各学院限额申报。

第十一条

学校鼓励各学院通过成果展示、文集编印和成果报告会等形式展示优秀大创计划成

果。

第六章
第二十五条

第十条

大创计划研究取得的成果（专利）、公开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等应注明指导教

师和第一完成单位为浙大城市学院，其知识产权属浙大城市学院。

的项目拨付剩余的 50% 经费。

申报与立项

对按计划结题的项目，由学校颁发《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结题证书》，并拨付剩余经费。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结题证书》是学生申请创新训练学分和参与其他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

对通过中期检查的项目先行拨付课题总经费的 50%；第二次拨款在项目结题验收后，对通过结题验收

第四章

对有不诚信行为的学生和团队，学校将追回已下拨经费，取消项目学生和团队今后

附

则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大学生科研计划管理办法（2011

年修订）》（浙大城院发研〔2011〕12 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大创计划申报对象为在校全日制本科学生（毕业班学生除外）。可采取个人或团队形

式申报，团队原则上不超过 3 人，鼓励跨学科、跨院系、跨专业的学生组成团队。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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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计划，做好组织、宣传、动员、报名、选拔、培训、参赛工作和安全管理；提供竞赛所需的仪器设备、
相关材料和场地，落实校级竞赛的命题、评审，做好竞赛期间的后勤保障，收集竞赛作品和过程材料，
展示获奖成果并总结归档；有效管理和使用学校为竞赛提供的资金及其它保障条件，建设与竞赛相对

浙大城市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

应的学生组织，营造校园科技文化氛围。
（三）竞赛项目负责人主要职责：负责竞赛的各项管理工作，组织指导教师认真研究竞赛方案，
制定并实施培训计划，协调培训和竞赛过程的各个环节。

浙大城院教〔2020〕46 号

（四）其他指导教师主要职责：负责对竞赛学生进行培训、辅导、参赛及安全管理，配合竞赛项
目负责人选拔参赛学生、实施培训方案，完成竞赛的全程工作。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学科竞赛工作，浓厚校园创新创业文化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意识，
培养造就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结合学校实际，特制
订本办法。

第四条

学校在每年 2—3 月组织开展当年学科竞赛项目申报工作，由各竞赛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

开展计划，经学校审定后予以公布并实施。各项目结束后，由各项目负责人及时提交项目总结报告。
第五条

校赛设立异议期制度，异议期为自获奖名单公示之日起一周内。教务处负责受理异议，

任何对竞赛结果有异议的单位或个人都可以提出申诉，申诉报告以正式书面形式提交，由单位盖章或

第一章
第一条

竞赛项目分类、分级

异议人签名。教务处受理后组织对异议事项的调查，在竞赛评委会或专家组进行复议和解释后，提出
处理意见，并通告相关单位或个人。

学科竞赛项目实行分类管理，分为 A、B、C 三类，具体如下：

第六条

学科竞赛作品和成果归学校所有，由承办单位妥善保管。

A 类竞赛项目是指由浙江省教育厅认定、纳入全省普通高校本科教学业绩考核的竞赛项目或经学
校审定的由国际、国家级学术团体主办的竞赛项目。对这类竞赛项目学校给予重点支持，承办单位应

第三章

举办内部选拔赛，选拔优秀学生集训后参赛。
B 类竞赛项目是指由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教学指导委员会、学会、行业协会等主办的具有
一定影响力和认可度，奖项评比规范，参与高校范围广，学生参与度高的竞赛项目。对这类竞赛项目，
学校根据各专业竞赛开展情况和教学的需要，有选择地组织学生参赛。
C 类竞赛项目是指由学校审定参加或学校主办的其他竞赛项目。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扶持的新设
竞赛一般纳入此类项目。
第二条

第七条

经费管理

学科竞赛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学校下拨的实践经费。学校鼓励各承办单位多方筹措学科竞

赛经费，欢迎校外单位为竞赛提供赞助。
第八条

学科竞赛所需经费原则上由竞赛承办单位开支，专款专用，包括宣传费、报名费、资料费、

材料费、培训费、外聘专家评审费、差旅费和补贴费等。竞赛期间师生差旅费按学校差旅费管理及开
支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指导（带队）教师、巡视员的补贴参照学校监考或招生补贴标准。

根据参赛范围，竞赛项目分为国家（国际）级、省级、市级、校级共四级，具体如下：

国家（国际）级学科竞赛是指国家政府部门组织或授权全国性学术团体和学会组织的全国范围的
学科竞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国际学术团体、学会组织的世界性学科竞赛。

第九条

对 A 类竞赛项目，根据竞赛的实际参赛情况，学校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各学院按照不

低于学校补助经费 1:1 的比例补足项目经费。B 类、C 类竞赛项目学校不补助。补助经费划拨到承办单
位，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竞赛工作合理安排使用，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省级学科竞赛是指省政府行政部门组织或授权相应学术团体和学会组织的全省范围的学科竞赛；
国家级区域性（如华东地区）学科竞赛。

第四章

市级学科竞赛是指以市政府行政部门组织或授权相应学术团体和学会组织的全市范围的学科竞赛；
省级区域性学科竞赛（含浙江大学校赛）。

第十条

校级学科竞赛指以学校名义组织并行文公布的全校性学科竞赛。

相关政策

学校根据竞赛项目的开展情况，给予项目指导教师一定的工作量补贴。其中，A 类项目

工作量补贴 = 基础部分 + 奖励部分，基础部分为 32 分 / 项，奖励部分为：国家二等奖及以上奖项按照
48 分 / 奖项计，省级一等奖（或国家三等奖）按照 32 分 / 奖项计，省级二等奖按照 16 分 / 奖项计，省

第二章

竞赛组织与管理

级三等奖按照 4 分 / 奖项计。B 类竞赛工作量补贴不核定基础部分，奖励部分按照 A 类竞赛标准下调
一档计。工作量补贴按照 80 元 / 分计，由教务处核定总额，项目负责人提出分配方案，各学院审核后

第三条

学科竞赛工作在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由教务处负责组织和协调工作，各承

办单位具体实施，其它相关职能部门协作配合。
（一）教务处主要职责：制定学校学科竞赛管理办法和相关政策；收集、公布各类学科竞赛信息；
组织学科竞赛项目申报，确定学科竞赛承办单位；核定竞赛所需经费及指导教师工作量；检查、考核
竞赛过程与成效；协调解决竞赛过程中有关组织管理问题；落实竞赛获奖指导教师的奖励；组织竞赛
的总结与交流工作；整理、归档 A 类竞赛项目的相关资料等。
（二）承办单位主要职责：确定竞赛项目负责人和日常管理人员，组建竞赛指导教师团队，申报
54

报教务处核定。
第十一条

对在 A 类学科竞赛中获得一定等级奖以上的学生和指导教师给予现金奖励，奖励标准

见附件。
第十二条

对在学科竞赛中指导学生获奖的教师，按照学校教学工作业绩评价办法有关规定核定

其教学工作业绩，其中 B 类项目按照 A 类项目标准下调一档核定业绩，C 类竞赛项目不计业绩。
第十三条

参加 A 类竞赛项目获得省级一等奖（或国家级三等奖）以上的，学校按照该等级获奖

数量核定实践教学优秀指导教师名额，由指导教师团队推荐人选报学校审核确定。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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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在学科竞赛中获奖的学生可以申请创新创业学分和创新创业奖学

附件：
浙大城市学院 A 类竞赛项目奖励标准

金。

第五章
第十五条

附

参赛学生

则

获奖等级

第十六条

个人赛
（元 / 人）

特等奖

20000

10000

20000

一等奖

10000

5000

10000

二等奖

5000

2500

5000

三等奖

3000

1500

3000

特等奖

5000

2500

5000

一等奖

3000

1500

3000

二等奖

1200

600

1200

三等奖

600

300

600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2017

年 3 月修订）》( 浙大城院发教〔2017〕7 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国际级
或国家级

省级

指导组
（元 / 项）

团体赛
（元 / 队）

注：
竞赛成绩按名次计时，第 1、2、3 名等同于一等奖，第 4、5、6 名等同于二等奖，第 7、8、9、
10、11、12 名等同于三等奖；同一作品同年度获得多个奖项，只计最高奖，不重复计算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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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七条

浙大城市学院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项目管理

申报条件

（一）创新训练项目可采取个人或团队形式申报，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须以团队形式申报。
鼓励学生跨学院、跨专业、跨年级组建团队申报，每个团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人，项目负责人限 1 人，
团队成员应分工明确，有机协作。

浙大城院教〔2020〕50 号

（二）项目团队成员原则上为学校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每位学生同一学年原则上只能申报一个
项目。未按期结题的学生或团队不得再次申报项目。

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教学

（三）每个项目均应聘任 1—2 名指导教师，校内导师须具有博士学位或中级及以上职称。每位指

改革，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全面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导教师所指导的项目原则上不得超过 2 项。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实行学校教师、企业专家双

练计划管理办法》（教高函〔2019〕13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导师制。
（四）创新训练和创业训练项目实施年限原则上为 1 年，且必须在项目负责人毕业离校前完成。

第一章

总

则

创业实践项目实施年限原则上为 2 年。创业实践项目负责人毕业后可根据情况更换负责人，或是在能
够继续履行项目负责人职责的情况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者的身份继续担任项目负责人。创业实践项

第一条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以下简称国创计划）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遵循“兴

目结束时，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妥善处理各项事务。

趣驱动、自主实践、重在过程”原则，旨在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善于质疑、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和

第八条

敢闯会创的意志品格，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

（一）学生个人或团队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自主申报。

第二条

国创计划实行项目式管理，分为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三类。

（一）创新训练项目是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研究
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研究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
（二）创业训练项目是本科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团队中每个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扮演一个
或多个具体角色，完成商业计划书编制、可行性研究、企业模拟运行、撰写创业报告等工作。
（三）创业实践项目是学生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下，采用创新训练项目或创新
性实验等成果，提出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或服务，以此为基础开展创业实践活动。
第三条

国创计划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重点支持内容新颖、目标明确、具有一定

创造性和探索性、技术或商业模式有所创新的训练和实践项目。
第四条

学校为国创计划项目搭建项目交流平台，定期开展交流活动，支持学生参加相关学术会议，

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交流经验、展示成果、共享资源的机会。综合性创新实践基地和各实验室等为参
与国创计划的学生提供技术、场地、实验设备等条件支持和创业孵化服务。

立项程序

（二）各学院负责申报项目的初审，组织专家评审，按学校下达的推荐名额确定推荐项目，并上
报教务处。
（三）对学院推荐的项目，学校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确定推荐立项项目。
（四）推荐立项项目公示。
（五）学校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部审核备案。教育部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后发布
立项通知。
第九条

项目实施

项目立项后，项目组须编制项目任务书，进行开题报告，并根据项目任务书组织实施，详细记录
项目的实施过程，不定期组织专题讨论，提交项目进展报告等。
项目负责人对研究项目负全责，应组织协调项目组全体成员认真执行相关规定，按期保质保量完
成项目的各项任务。
第十条

中期检查

各学院组织专家对项目实施内容、进度、阶段性成果及存在问题进行检查，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和

第二章

组织机构

措施。学校专家委员会进行抽查。
第十一条

第五条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为国创计划的领导机构，总体指导国创计划的开展。教务处为国创

计划的项目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相关激励措施、对国创计划项目的组织管理，开展项目遴选推荐、
过程管理、结题验收等工作
第六条

国创计划实行学校和学院两级管理，各学院负责本单位国创计划项目的申报、评审、中

期检查和总结等工作，为项目的开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结题验收

（一）根据项目研究期限，学校专家委员会对项目实施情况、取得成效和存在问题等进行检查验收，
形成项目验收意见。
（二）项目结题验收结果分为优秀、通过、不通过三个等级。其中优秀项目数不超过参与结题验
收项目数的 20%。
（三）验收结束后，各学院应及时进行工作总结与交流，撰写并提交总结报告，填报相关数据统计表，
及时跟踪和收集项目正式发表的研究成果。
学校公布各项目的总结报告，将验收结果报上级主管部门。
对项目管理不力的学院，学校将酌情减少下一年度国创计划推荐名额。
第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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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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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正式立项后，项目名称、项目内容、项目实施时间、项目组成员及项目指导教师原则上不得变更，
如确需变更，需经指导教师、项目所在学院审批同意后报教务处审核备案。
第十三条

项目中止

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而中止研究的项目，应由项目负责人提交项目中止报告，经指导教师、项目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培养
及评价实施办法（试行）

所在学院审批同意后报教务处审核备案。
对项目执行不力或无正当理由自行中断项目的，学校将追回已下拨项目专项经费，取消项目学生
或团队今后申请国创计划项目的资格，情节严重的，将依校纪校规处理。

浙大城院学〔2020〕59 号
第四章

经费管理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全省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探索应用型、复合型

第十四条

国创计划项目经费由承担项目的学生在指导教师指导下使用，教师不得使用学生项目

经费。

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打造第二课堂实践教育平台，发挥第二课堂教育活动在促进学生基础素
质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根据教育部等部门《关

第十五条

经批准立项的国创计划项目，先下拨项目经费的 50%，通过中期检查后下拨余下经费。

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思政 [2012]1 号）和学校关于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和指

第十六条

项目经费主要用于材料费、印刷费、资料费、邮寄费、交通费、差旅费等，实行专款专用，

导性课程计划等相关文件要求，特制订本实施办法。

专户核算。项目经费使用由学校有关部门和各学院负责监管。如发现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学校将终

一、第二课堂（基础素质）的内涵

止项目资助，并对责任人作出相应处罚。

第二课堂（基础素质）指大学生作为社会人对社会生活正确认知及适应，以及完成经常性实践活
动必须具备的身体心理、思想道德和社会能力等方面的社会基础素质；同时指大学生作为未来职业人

第五章

鼓励政策

在从事社会职业活动时，完成职业岗位职责所必须具备的正确价值理念、精神品质等方面的职业基础
素质。

第十七条

学校为国创计划项目出具相关证明，可作为学生评奖评优、推荐就业的重要依据。

二、第二课堂（基础素质）的指标体系和观测点

第十八条

通过验收的项目，项目组成员可根据学校相关文件申请创新训练学分、奖学金等。

第二课堂（基础素质）细分为两大类，分别是社会基础素质和职业基础素质，共包含八个要素，

第十九条

学校鼓励国创计划项目成果转化，如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申请技术成果鉴定、研制产品、

推广软件等，相应成果须标注“受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支持项目（项目编号）”，且须以“
浙大城市学院 ”（“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为完成单位。
第二十条

为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国创计划，学校按相关规定计算项目指导教师教学工作业绩。

第二十一条

附

则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国家级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暂行）》（浙大城院发教〔2014〕10 号）同时废止。

表一：大学生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各要素及其观测点
类别
社会基础素质

第六章

各要素及其观测点见表一。

要素名称
思想道德品质

身体心理素质

坚定政治信仰，遵守法律法规、基本道德修养和道德情操，具有坚定
理想信念
体质体型、精力充沛度、运动协调度和体育活动达标状况；心理状况、
心理调适能力、情绪管理和主动、意志等精神品质

社会参与能力

社会观察和现象识别、群体相处和人际交往、社会参与和实践活动

人文艺术修养

人文情怀、艺术眼光、审美能力

职业基础素质

责任意识

诚信、正直、社会责任感、职业准则和道德

合作精神

团队合作、分工协作、群体沟通、集体荣誉

创新创业能力
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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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点

创意点子和思维、创新能力；领导艺术、引领团队、创造性解决问题、
创业实践能力
国际眼光、外国语言交流能力、国际竞争力、全球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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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课堂（基础素质）的项目支撑和成绩认定

织实施的项目，在项目结束后一周内由组织方将考核成绩录入系统并提醒学生及时查看确认；学生参

第二课堂（基础素质）的培养由组织实施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实践具体活动项目来实现，活动

加的非校内项目，由学生在当学期内自主申报。

项目主要由党委学生工作部等职能部门代表学校和各学院进行设计并组织实施。学生第二课堂（基础
素质）培养体系的活动项目实施准入制，由职能部门和各学院提出项目申请（更新）报告，由学校学
生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培养工作组审核后纳入。
活动项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校（学院）必修项目，要求每位学生都要参与并需考核合格；第
二类是学校（学院）选修项目，学生可以结合自身情况自主选择；第三类是非校内项目，学生参与校
外相关实践项目并有相关证明。学生参加活动项目训练经考核（认定）合格就可以获得一定分值，学
生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各要素支撑项目考核办法见附件。

（三）各学院学工办（各学院团委）在每学期末（第 15、16 周）根据系统的记录打印学生第二课
堂（基础素质）学期统计表，并经签名确认后存档。原则上签名确认过的历史记录不再修改。
（四）毕业生的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学分在毕业学年的第二学期第 8 周前由各学院学工办（各
学院团委）初审确认，并由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团委）和教务处审核录入教务系统。
（五）学校学生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培养工作组将对各活动项目的组织实施及成绩录入情况作
抽样检查，引导学生诚信申报，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凡弄虚作假者，查实后将严肃处理。
七、本办法从 2020 级本科生起开始试行，由党委学生工作部、教务处负责解释。

四、第二课堂（基础素质）的学分管理
结合学校关于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和指导性课程计划相关文件要求，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除完成第一

附件：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各要素支撑项目考核办法

课堂学分外，还需修读 3 个第二课堂学分才能毕业，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学分的获得以学生参加基
础素质实践成绩合格来实现。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实践的成绩评定采用五级记分制，根据各活动项目的
累计分值确定学生是否达到第二课堂（基础素质）的要求和程度。第二课堂（基础素质）3 个学分的
获得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思想道德品质、身体心理素质合格；
（二）参加必修项目经考核合格；
（三）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实践分值累计到 90 分。
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实践累计分值在 90 分及以上 120 分以下的为及格，120 分及以上 150 分以
下的为中等，150 分及以上 180 分以下的为良好，180 分及以上的为优秀。
五、第二课堂（基础素质）的评价办法
第二课堂（基础素质）的评价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自主申报和组织认定相结合的方法开展，
其中“思想道德品质”和“身体心理素质”两项通过定性方式进行评价，另外六个要素通过定量方式
进行评价。
（一）思想道德素质评价办法
思想道德素质根据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来确定，不设基准分值要求。学生在校期间若没
有违反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则思想道德素质合格；若学生违反法律法规或校纪校规，则其思想道德
分值记负分值，需通过献爱心公益活动获得一定分值，从而保证思想道德品质成绩合格。
（二）身体心理素质评价办法
身体素质以每学年的体质测试成绩为准，体质测试成绩合格则身体素质合格，不设基准分值要求，
但参与体育活动项目的成绩纳入基础素质成绩；心理素质根据每个学生的心理档案和参与心理训练等
来确定，不设基准分值要求，但参与心理健康活动纳入基础素质成绩。
学生因先天性身体问题（残疾、肥胖、内部器官影响运动）无法通过体质测试的，可通过参与合
适的体育活动获得分值来替代；心理重点学生则可通过参与心理健康活动获得分值来替代。
（三）其它六个要素的评价办法
其他六个学生第二课堂（基础素质）要素支撑项目考核办法见附件。
六、第二课堂（基础素质）的评价实施和组织管理
（一）学校成立学生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培养工作组，主要负责项目的认定、统筹实施和成绩
审核备案；各学院成立学生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培养工作小组，主要负责设计并组织实施项目、受
理项目的分值认定和成绩录入审核。
（二）学生参与各项目考核成绩录入以学生自主申报和组织统一认证两个方式进行。由学校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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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第二课堂（基础素质）

三、社会参与能力支撑项目的考核分值表

各要素支撑项目考核办法

类别

学生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实践成绩由各支撑项目对应分值按学生在校四年（或五年）累计而成，
其中部分项目以学期或学年考核计分。
一、思想道德品质的考核分值表
学生组织
工作

奖励或违规违纪层次

对应分值

说明

学院、学生公寓楼内通报表扬

5

学校通报表扬

10

学院、学生公寓楼内通报批评

-5

志愿服务活动获 5 分

学校通报批评

-10

志愿服务活动获 10 分

警告、严重警告纪律处分

-15

志愿服务活动获 15 分

记过、留校察看纪律处分

-20

志愿服务活动获 20 分

校园文化
活动

等级或
次数

分值

校院两级学生组织担任学生干部和基层班级班
长、团支书和学长、心理委员（以学期为单位）

考核合格

5

考核优秀

10

校院两级学生组织普通成员和基层班级其他学
生干部、寝室长（以学期为单位）

考核合格

3

考核优秀

5

优秀学生讲师团成员（以学期为单位）

考核合格

5

获评学校“心灵使者”称号

一次

2

作为观众参加学生组织、学生公寓活动（不含已
经单列的人文讲座、报告会和两大文化节）②

1次

1

作为组织者参加学生组织、学生公寓活动（不含
已经单列的人文讲座、报告会和两大文化节）

1次

2

考核合格

3

考核优秀

5

考核合格

5

考核优秀

10

学校（短学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③

1次

5

寒暑假（短学期）招生宣传实践活动

考核合格

3

活动项目名称

学院立项（短学期）社会实践活动
二、身体心理素质支撑项目的考核分值表
类别

体育竞赛

体育训练

活动项目名称

等级或次数

分值

1-3 名

10

4-8 名

5

参与

2

参与重大志愿活动④

1次

3

参加学校运动队训练（以一学期为单位）

合格

5

参与社团文化精品课程和精品活动④

1次

2

选拔代表学校参加交流活动

1次

2

考核优秀

10

考核合格

5

考核优秀

5

考核合格

3

一次

1

参与体育类（需列举）比赛①

酷跑季、晨跑、夜跑等全校性活动
体育活动

参加体质项目测试（需列举）（以学年
为单位）

参与 / 合格

2

参与 / 合格

1

一次

1

一次

1

参加体育社团活动（需列举）
心理健康活动

参与学校、学院心理健康教育类活动（个
体咨询除外）

各学院项目

活动
详见各学院考核分值表

一次

1

学校立项（短学期）社会实践活动

党委学生工作部
社团实践
活动

社团负责人（一学期为单位）

社团核心成员（以一学期为单位）④
社会参与能
力自选项目

社会参与能力支撑项目体系非校内实践活动

党委学生
工作部

党委学生
工作部

/

党委学生工作部

/
各学院

①说明：比赛类的分值从层级来说分为省部级及以上、市级、校内三个层次；从等级来说体育比
赛奖项分为一等奖（第 1 名）和二等奖（2-3 名）、三等奖和单项（4-8 名）、优胜奖和成功参赛。
以校内这个层次的等级为基准分值，市级为基准分值的 1.5 倍，省部级以上为基准分值的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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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实践
活动

各学院项目

身体心理素质 身体心理素质支撑项目体系非校内实践
自选项目

组织（牵头）单位

组织（牵头）
单位

详见各学院考核分值表

各学院

②说明：活动比如参加学生会（十佳歌手）、青年志愿者中心（公益之星评选会）等，其中参与者 1 分，
组织者 2 分。
③说明：（短学期）社会实践个人，以校内层次的等级为基准分值，市级为基准分值的 1.5 倍，
省部级以上为基准分值的 2 倍。
④说明：参与重大志愿活动由学校青年志愿者中心组织并认定；社团文化精品课程（活动）是否
纳入体系需要校团委学生社团指导中心核准备案，另外社团核心成员的人数依据不同星级由学生社团
指导中心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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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作精神支撑项目的考核分值表
四、人文艺术修养支撑项目的考核分值表
类别

艺术比赛

艺术训练

活动项目名称

类别
10

4-8 名

5

获得免检寝室、学习型寝室、文明寝 分别依次每个学生加 3 分、5
室、标兵学习型寝室的集体荣誉（以 分、8 分、10 分， 加 分 名 单 党委学生工作部
学年为单位）
由党委学生工作部确认

参与

2

参与主题班会⑦（以学期为单位）

参与专业分团（7 个分团需列举）训练（以
一学期为单位）

合格

5

参与主题团日活动⑦（以学期为单位）

参与学校活动表演节目

1次

2

代表学校参加交流

1次

2

作为学员参与书院课程活动

合格

10

1次

1

参与学校大讲堂讲座

1次

1

参与学校人文类报告会（非大讲堂）

1次

1

1次

1

党委学生工作部

一次

1

/

参与艺术类讲座
参与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人文艺术修养 人文艺术修养支撑项目体系非校内实践
自选项目
活动
各学院项目

组织（牵头）单位

1-3 名

博雅书院活动 作为观众参与书院（课程、礼仪进组织、
博雅时光等）活动

人文讲座、
报告会

考核说明

分值

作为选手参加（十佳歌手、主持人、书
画、器乐、舞蹈、话剧等）比赛

组织（牵头）单位

活动项目名称

等级或次数

寝室荣誉

4分
党委学生工作部

参与集体
建设

合作精神
自选项目

获得学校级班集体荣誉 ; 获得学校 获得集体荣誉班级、支部等
党委学生工作部、
级支部集体荣誉；获得学校级暑期社 团队成员每个学生加 5 分，
各学院
会实践优秀团队集体荣誉⑧
加分名单由学院确认
合作精神支撑项目体系非校内实践活
一次
动

各学院项目 详见各学院考核分值表
党委宣传部

详见各学院考核分值表

各学院

1

/
各学院

⑦说明：1-3 年级学生参与主题班会原则上每学期不少于 3 次，4 年级学生每学期不少于 2 次，
根据班会记录各学院审核后录入；1-3 年级学生参与主题团日活动原则上每月不少于 1 次，根据团日
活动记录各学院审核后录入。
⑧说明：对于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集体荣誉，以校内层次的等级为基准分值，市级为基准分值
的 1.5 倍，省部级以上为基准分值的 2 倍。

各学院

五、责任意识支撑项目的考核分值表
类别

校园职业训练

志愿服务活动
寝室卫生

活动项目名称
参与就业职业类训练

合格

5

参与招聘会

1次

1

参加办公室勤工岗位（以学期为单位）

合格

5

2 小时

1

参加公益献血活动

1次

2

寝室卫生（以学年为单位）⑥

合格

5

一次

1

志愿服务活动（以学期为单位）⑤

责任意识自选项目 责任意识支撑项目体系非校内实践活动
各学院项目

等级或次数
分值 组织（牵头）单位
（时数）

详见各学院考核分值表

党委学生工作部

/
各学院

⑤说明：公寓志愿活动由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URHA）登记和统计后报学校青年志愿者中心确
认备案，其他公益活动以志愿汇平台为准，每 2 小时计 1 分，采取四舍五入的方式不保留小数位。分
值认证由各学院在每学期考试周之前根据校团委通知在统一时间内完成。
⑥说明：寝室卫生合格为 70 分（含），具体细则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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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创新创业能力支撑项目的考核分值表
类别

活动项目名称

八、国际视野支撑项目的考核分值表
获奖等级或排名

分值

一等奖（金奖）

15

参与“互联网＋”、挑战杯、职业生涯规 二等奖（银奖）
学科竞赛 划、ACM、数学建模、电子设计、广告设
三等奖（铜奖）
计等 A 类学科竞赛⑨
参与

10

参与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参与“新苗人才”计划、校级大学生创新
训练计划课题研究（结题）
学术研究 公开发表论文（或被重大会议收录）

参与杭州市大学生创业训练营、杭州市网
络创业培训、未星计划等创新创业能力培
创新创业文 训等
化活动
参与创新创业沙龙、讲座，创新创业相关
活动开幕式、闭幕式等
成立公司入驻创业园（或注册法人）
创新创业实
践活动
负责项目进驻创业孵化基地
职业技能训 参与专业职业技能类培训并获得证书
练
参与其他职业技能类培训并获得证书
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支撑项目体系非校内实践活动
自选项目
各学院项目 详见各学院考核分值表

5

负责人

30

参与

10

负责人

20

参与

10

第一作者

20

其他作者

10

第一专利人、开发人、
研制人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或开发、研制产
品、软件或课件

8

其他专利人、开发人、
研制人
合格

组织（牵头）单位

教务处
党委学生工作部
各学院

类别

活动项目名称

等级

分值

赴国（境）外参加文化交流项目

考核合格 /
参与

10

赴国（境）外进行交换生项目

考核合格 /
参与

20

赴国（境）外参加其他经学校核准的项目

考核合格 /
参与

10

参与国际文化交流节相关活动，按次计算

一次

1.5

获得外语
技能型证

10

出国（境）
对外文化
交流活动

校内国际文化
交流活动

大学英语四级 425 分及以上，大学英语六
级考试合格
教务处

20
技能型证书

10

1

负责人

30

核心成员 5

20

负责人

20

核心成员 5

10

合格

10

合格

5

一次

1

教育发展
公司

国际视野
自选项目

书
10

雅思、托福、GRE 等综合型证书

获得外语
技能型证
书

10

翻译资格、口语等级等单项证书

获得外语
技能型证
书

5

一次

1

党委学生工作部
1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获得外语
大学英语三级考核合格（仅限创意学院学
技能型证
生申请）
书

15

国际视野支撑项目体系非校内实践活动

各学院项目 详见各学院考核分值表

组织（牵头）单位

各学院

/
各学院

创业学院

各学院
/
各学院

⑨说明：学科竞赛获奖或参与以校级比赛为基准分，省级获奖或参与分值为基准分的 2 倍；国家
级获奖或参与分值为基准分的 4 倍；其中“互联网 +”和“挑战杯”系列赛事省赛获奖或参与分值为
基准分的 3 倍，国赛获奖或参与分值为基准分的 6 倍。分值可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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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大城市学院创新训练学分认定实施细则

创新训练项目分赋分标准
类别

浙大城院教〔2020〕47 号
第一条

内容及级别
国家 / 国际级

为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学科竞赛和大学生创新训练活动，提升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

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创新训练学分是指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参加学

省级

科竞赛获奖、取得科研成果等，经学校审定批准后给予认定的学分。
第三条

创新训练学分属于专业选修课学分，须缴纳学分费，成绩纳入绩点计算。教务成绩系统中，

学科竞赛

创新训练学分课程名称登记为“创新训练Ⅰ”和“创新训练Ⅱ”，各为 1 个学分，考核形式为“考查”。
第四条

市 / 浙大级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参与各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参加各类各级学科竞赛获奖、取得科

研成果等，均可获得一定的项目分（具体赋分标准见附件）。当学生获得的项目分累计达到 5 分及以上时，
可以申请创新训练学分，具体如下：

校级

申请课程

学分

申请条件

创新训练Ⅰ或创新训练Ⅱ

1

累计项目分≥ 5

第五条

成绩记载
良好

优秀

5 ≤累计项目分≤ 7

累计项目分≥ 8

学生参与各级大学创新训练项目赋分程序如下：学生作为项目主持人或团队成员参与校

级、省级、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项目通过中期检查后，由教务处根据立项文件赋予项目分。
第六条

国家级
创新训练项
目

学生参加学科竞赛项目赋分程序如下：学生参加教务处公布的各级各类竞赛项目获奖后，

省级
校级

由竞赛项目负责人在大学生创新训练综合管理平台上传获奖名单及获奖文件或证书，经各学院审核，
教务处确认后根据竞赛获奖等级赋予项目分。
第七条

权等）后，在大学生创新训练综合管理平台上传相关成果证明材料，经各学院审核，教务处确认后根
据成果等级赋予项目分。
第八条

同一学生、同一项目、同一学年不累加得分，只记最高分；同一项目成果跨年度再次获

得更高档次奖项，以计算补差值的方式记录项目分。
第九条

论文

学生取得科研成果赋分程序如下：学生第一作者获得科研成果（发表论文、获得专利授

学生可登陆大学生创新训练综合管理平台查询自己获得的项目分。当获得的各类项目分

科研成果
专利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负责人
成员
负责人
成员
负责人
成员
一级
核心
一般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软件著作权
外观设计专利

分值
16
12
8
8
5
4
5
3
2
3
2
1
8
4
6
3
2
1
16
10
4
16
8
4
2

说明

院级以上 A、B、C 类项目分别乘
以 2、1、1 的系数；团队赛上限
为 5 人。

论文期刊目录以科研处公布为准；
表中分值为排名首位成员的项目
分，第 2—5 名减半认定。

累计达到 5 分及以上，可以提出 “创新训练 I”或“创新训练 II”学分认定申请，经各学院审核，教
务处认定后记载成绩，赋予学分。
第十条

每学年第二学期初开展创新训练学分的申报与认定工作。由学生本人登陆大学生创新训

练综合管理平台，根据自己累计获得的项目分自愿决定是否申报。具体安排如下：开学第三周为学生
申请时间，第四周为学院审核时间，第五周为教务处审批时间。
第十一条

对在学分认定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学生，一经查实以考试舞弊处理。对弄虚作假的有关

工作人员，按学校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创新训练

学分认定实施细则（试行）》（浙大城院发教〔2017〕75 号）同时废止。
附件：浙大城市学院创新训练项目分赋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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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由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组织实施，党委学生工作部具体负责国家奖
学金评审的组织、协调和审核工作，各学院的评审工作由各学院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小组负责实施。
（一）国家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实行等额评审，具体时间以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下发的文件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及管理办法

为准。
（二）国家奖学金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原则，由学生自主申请，各学院初审并报党委
学生工作部。

浙大城院学〔2020〕53 号

（三）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申请学生材料，上报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经讨论决定后，
在校内进行公示并于规定时间内上报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 教财函〔2019〕105 号 ) 等有关文件精神 ,
结合学校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四、奖励办法
（一）由学校向国家奖学金获得者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奖励证书，并将证明材料记入学生学籍档案。

一、奖励标准及名额

（二）国家奖学金一次性发放。

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学校全日制本科学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 8000 元人民币。

五、其它

国家奖学金每年奖励人数，根据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下达的具体名额确定。
二、基本申请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四）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五）在校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学生；

（一）同一学年内，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
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二）对已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学生，如发现有弄虚作假欺骗行为的，学校撤销其所得称号，并追
缴已发放奖学金，情节严重者予以纪律处分。
（三）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及管理办法》( 浙大城院
发学（2014）35 号 ) 同时废止。
（四）本办法由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六）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当学年学业成绩排名专业前 10％（含 10%）（无不及格科目），
且当学年获得一项以上学校颁发的创新创业类奖学金（包括预评）。
或当学年学业成绩排名没有进入前 10%，但达到前 30%（含 30%），且当学年获得一项以上学校
颁发的创新创业类奖学金（包括预评），如在其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也可申请国家奖学金，但需提
交详细的证明材料。
其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是指在道德风尚、学术研究、学科竞赛、创新发明、社会实践、社会工作、
体育竞赛、艺术展演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具体是指：
1．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具有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奉献爱心、服务社会、自立
自强的实际行动，在本校、本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2．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显著成绩，以第一作者发表的通过专家鉴定的高水平论文，以第一、二作者
出版的通过专家鉴定的学术专著。
3．在学科竞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国际和全国性专业学科竞赛、课外学术科技竞赛、中国“互
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竞赛中获一等奖（或金奖）及以上奖励。
4．在创新发明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或获得通过专家鉴定的国家专利
（不包括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5．在体育竞赛中取得显著成绩，为国家争得荣誉。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
集体项目前二名。集体项目应为上场主力队员。
6．在艺术展演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参加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获得一、二等奖，参加省级艺术展演
获得一等奖；艺术类专业学生参加国际和全国性比赛获得前三名。集体项目应为主要成员。
7．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等全国性荣誉称号。
8．其它应当认定为表现非常突出的情形。
三、评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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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城市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

浙大城市学院国家助学金评审实施细则

浙大城院学〔2020〕54 号

浙大城院学〔2020〕56 号

国家励志奖学金来源于中央财政安排的用于落实高等教育国家资助政策的资金，用以激励学生勤

国家助学金来源于中央财政安排的用于落实高等教育国家资助政策的资金，用以资助经学校认定

奋学习、努力进取，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根据《关于印发 < 浙江省普通本科

符合条件的学生资助对象，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根据《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追加下达 2019 年学生资助

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实施细则 > 的通知》（浙财教字〔2007〕175 号）等文件精神，

补助资金的通知》（浙财教〔2019〕45 号）等文件精神 , 结合学校实际，特制订本实施细则。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申请条件

一、基本申请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

（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

（四）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

（四）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

（五）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

（五）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 ;

（六）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六）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二、名额分配和资助标准

（七）在校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学生。

学校根据中央主管部门下达的资助名额，按各学院学生资助对象比例分配到各学院，由各学院按

二、名额分配和资助标准
学校根据中央主管部门下达的奖励资助名额，按各学院学生资助对象认定类型的比例分配到各学
院，由各学院按规定等额评选。
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奖励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学年 5000 元。
三、评选办法
（一）每年 9 月 30 日前，学生根据本实施细则规定的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及其他有关
规定，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并递交《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
（二）各学院对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进行评审，确定本学院推荐的获奖名单，并按时报送
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
（三）学校将审核通过的获奖学生名单在校内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报送浙江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四、奖学金发放与管理
（一）学校于每年 11 月 30 日前将国家励志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并记入学生的学籍档案；
（二）同一学年内，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
得国家奖学金；
（三）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工作，各学院和有关单位必须高度重视，确保国
家励志奖学金真正用于资助品学兼优的学生。同时，各学院要加强宣传和引导，充分发挥国家励志奖
学金在激励和扶持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全面发展中的作用。

规定等额评选。
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分为两档，一档为每生每年 4500 元，二档为每生每年 2700 元。
三、国家助学金的评选办法
（一）每年 9 月 30 日前，学生根据本实施细则规定的国家助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及其他有关规定，
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并递交《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二）各学院对申请国家助学金的学生要结合其在本学院学生资助对象认定类型情况组织评审，
提出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初步名单和资助档次，评审结果报送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
（三）学校将审核通过的学生名单在校内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报送浙江省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
四、奖学金发放与管理
（一）国家助学金按学期发放到学生账户；
（二）在同一学年内，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可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
奖学金；
（三）国家助学金评选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工作，各学院和有关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坚持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做好评审工作，确保国家助学金用于学生资助对象。同时，各学院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各项
有关工作，加强宣传和引导，真正发挥国家助学金的作用。
五、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浙江大学城市
学院国家助学金评审及管理办法（2014 年 5 月修订）》（浙大城院发学〔2014〕36 号）同时废止。

五、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原《浙江大学城
市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及管理办法》（浙大城院发学〔2007〕65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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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城市学院浙江省政府奖学金评审及管理办法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奖学金评定条件及管理办法（暂行）

浙大城院学〔2020〕46 号

浙大城院学〔2020〕12 号

根据《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 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浙江省政府奖学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立德树人，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

金管理办法 > 的通知》（浙财教字〔2016〕49 号）、浙江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相关通知等有关文件精神 ,

接班人，鼓励本科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促进学生基础素质全面提高和个性健康发展，培养高素

结合学校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质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订

一、奖励标准及名额
浙江省政府奖学金用于奖励学校全日制本科学生中的优秀学生，奖励标准为 6000 元 / 人。浙江省
政府奖学金每年奖励人数， 根据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下达的具体名额确定。
二、基本申请条件
申请浙江省政府奖学金的学生需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本办法。
一、奖学金类别
（一）政府设立的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浙江省政府奖学金等。
（二）学校设立的奖学金，包括学业优秀奖学金、创新创业类奖学金、优秀团队奖、对外交流奖
学金等，简称校设奖学金。

（一）在校二年级及以上的学生；

（三）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捐资在学校或学院设立，旨在奖励优秀学生的奖学金，简称外设奖学金。

（二）有理想有抱负有行动，思想进步，道德品行良好；

二、各类个人奖学金评选的基本条件

（三）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当学年获得过一项学校学业优秀奖学金（包括预评）；

（一）参加各类奖学金评选的学生必须是当学年浙大城市学院在籍的全日制本科学生，同时具备

（四）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表现优异，当学年获得过一项及以上学校颁发的创
新创业类奖学金或对外交流奖学金（基金）（包括预评）。
三、评审办法
浙江省政府奖学金评审工作由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组织实施，党委学生工作部具体负责

以下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积极上进，遵守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
2．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学年内所获得学分不少于规定的学分（学分的要求参照学校本科学生学
籍管理相关规定，课程修读进度要求由学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浙江省政府奖学金评审的组织、协调和审核工作，各学院的评审工作由各学院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小组

3．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诚实守信；

根据学院实际制定细则，负责具体实施。

4．当学年基础素质分值排序列小班或专业前 70％，且思想道德素质合格（思想道德分值不为负分）
；

（一）浙江省政府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实行等额评审，具体时间以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下发
的文件为准。
（二）浙江省政府奖学金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由学生自主申请，各学院初审并
报党委学生工作部。
（三）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申请学生材料，上报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经讨论决定后，
在校内进行公示并于规定时间内上报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5．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达到“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以上等级。
（二）凡当学年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不具备各类奖学金评奖资格：
1．违反校纪校规受到警告以上处分的；
2．无故拖欠学费的；
3．公寓表现测评不合格的。
三、奖学金具体评选条件

四、奖励办法

（一）政府设立的奖学金

（一）由学校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获得者颁发浙江省统一印制的奖励证书，并将证明材料记入学

具体评选条件依据国家奖学金评审及管理办法、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办法和浙江省政府奖学金管

生学籍档案。

理办法等。

（二）浙江省政府奖学金一次性发放。

（二）学校设立的奖学金

五、其它

1．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同一学年内，浙江省政府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三项不兼得。

学业优秀奖学金用于奖励学习努力、成绩优秀的学生，依据学校学分制实施条例规定的平均学分

（二）对已获得浙江省政府奖学金的学生，如发现有弄虚作假欺骗行为的，学校撤销其所得称号，
并追缴已发放奖学金，情节严重者予以纪律处分。
（三）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省政府奖学金评审及管理办法（试行）》

绩点衡量学生的学业成绩。学业优秀奖学金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共三个等级，评定比例和奖励金额
分别如下：
学业优秀一等奖学金比例为学生总数的 3%，奖励金额为 3500 元 / 人；

( 浙大城院发学（2016）90 号 ) 同时废止。
（四）本办法由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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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优秀二等奖学金比例为学生总数的 7%，奖励金额为 2000 元 / 人；

①一等奖奖励金额 1500 元，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学业优秀三等奖学金比例为学生总数的 15%，奖励金额为 1000 元 / 人。

作为第一专利人申请到国家发明专利；

学业优秀奖学金与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兼得荣誉、不兼得奖金，奖学金发放遵循就高原则。

作为第一专利人申请到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2．创新创业类奖学金

作为第一专利人申请到国家外观设计专利；

创新创业类奖学金分为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实践教育优秀奖学金、学科竞赛优秀奖学金、学术

作为第一著作人申请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或为主要软件开发者，以浙大城市学院名义申请到计

研究优秀奖学金、科技创新优秀奖学金、文体优秀奖学金、创业奖学金等七项，用于奖励在创新创业
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的学生。奖学金的具体条件、金额和比例如下：

科技创新成果获得国家级奖励、省、部级一、二等奖或市级一等奖。

（1）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

②二等奖奖励金额 800 元，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用于奖励在社会工作中做出成绩，任期一学期以上的学生干部。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奖励金额为

科技创新成果获得省、部级三等奖或市级二、三等奖；

400 元 / 人，评定比例为：
①在基层学生组织（含班级、团支部）中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比例为此类学生干部总数的
20%；
②在校级学生组织和学院（部门）级学生组织中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比例为所在类别学生干部
总数的 15%。
符合以上两项条件的学生，只能评选其中一项。以上学生组织中学生干部的界定和编制核算由学
校团委认定审核。

科研成果获得学校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和科研训练活动，成果经评审获得较高评价。
一个学生或团体获得多项科技创新成果的按照最高奖励级别评定。
（6）文体优秀奖学金
用于奖励在文体类比赛中取得优秀成绩的学生或团体，分一等、二等两个等级，根据获奖证书认定。
① 一等奖奖励金额 800 元，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获国际级、国家级或省级（含浙江大学）文体类比赛三等奖以上；

（2）实践教育优秀奖学金

获市级文体类比赛一等奖。

奖励在实践教育活动中表现积极，并取得优秀成绩者，比例为学生总数的 5%，奖励金额为 400 元

② 二等奖奖励金额 400 元，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 人。入选为学校“短学期社会实践优秀”的团队增加 2 个实践优秀教育奖学金名额。

获市级文体类比赛二、三等奖；

（3）学科竞赛优秀奖学金

获校级文体类比赛一等奖。

用于奖励在各类学科竞赛（竞赛种类和级别主要依据教务处公布的年度学校学科竞赛赛项）方面

市级以上体育竞赛成绩按名次统计的，第 1、2、3 名视同为一等奖，第 4、5、6 名视同为二等奖，

取得优秀成绩的个人或团队，分一等、二等两个等级，根据获奖证书认定。具体条件如下：

第 7、8 名视同为三等奖。一个学生或团体获多项文体比赛奖的按照最高奖励级别评定。

①一等奖个人奖励金额 1500 元，团队奖励 3000 元，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参加 10 人以上团体比赛，参评文体优秀奖学金：一等奖奖励 1500 元；二等奖奖励 800 元。

获学校公布的 A 类或 B 类学科竞赛三等奖以上奖项。

（7）创业奖学金

②二等奖个人奖励金额 800 元，团队奖励 1500 元，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用于奖励和支持具有较强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在创业实践活动中取得优秀成绩的学校在校学

获学校公布的 C 类学科竞赛一、二等奖，或校级学科竞赛一等奖。
一个学生或团体获多项竞赛奖的按照最高奖励级别评定。
（4）学术研究优秀奖学金

生个人或团体，个人奖励金额为 800 元，团体奖励金额为 1500 元。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开展创业经营活动，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当学年完成企业注册并正式运营
的个人或团体；

用于奖励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优秀成绩的学生，分一等、二等两个等级。

参加市级以上创业类竞赛获得二等奖以上的个人或团体；

①一等奖奖励金额 1500 元 / 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参加校级（含浙江大学）以上创业类竞赛获得一等奖以上的个人或团体。

所写论文（第一作者）被 SCI、EI、SSCI、AHCI、IM、CPCI-S、CPCI-SSH 收录或在权威期刊、

同一个人或团体因同一竞赛既申请学科竞赛优秀奖学金又申请创业奖学金，且符合学科竞赛优秀

一级期刊、核心期刊（刊物级别以学校现行期刊目录为准，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认定，下同）上发表，
并以浙大城市学院为第一作者单位；

奖学金评定条件的，统一按学科竞赛优秀奖学金评定。
在校期间，同一个人或团体因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请创业奖学金。

②二等奖奖励金额 800 元 / 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3．优秀团队奖

所写论文（第二作者，论文的第一作者是本校教师）被 SCI、EI、SSCI、AHCI、IM、CPCI-S、

用于奖励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拼搏奉献精神，积极参与各类实践活动的优秀团队，包括学风优秀

CPCI-SSH 收录或在权威期刊、一级期刊、核心期刊上发表，以浙大城市学院为第一作者单位；
在国内外其它公开正式刊物上发表论文（第一作者），并以浙大城市学院为第一作者单位。

班级、短学期实践教育优秀团队、十佳社团、文明寝室等优秀团队，由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优
秀团队奖奖励金额视具体团队性质而定，至多不超过 4000 元。

一个学生获得多项学术研究成果的按照最高奖励级别评定。

4．对外交流奖学金

（5）科技创新优秀奖学金

用于鼓励和资助优秀学生积极参与对外交流活动，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学生的国际竞争能力。

用于奖励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优秀成绩的学生或团体，分为一等、二等共两
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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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设奖学金的评定标准、奖励人数和奖励金额根据设奖要求而定。具体规定见各外设奖学金管理
办法。
四、评选办法及程序
奖学金的评定要体现学校的育人理念，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奖学金评定工作由学校学
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领导，党委学生工作部作为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的秘书单位，负责全校奖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对外交流奖学金（基金）管理办法（暂行）

学金评审的组织、协调和材料审核工作，各学院的评审工作由学院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小组根据学院实

浙大城院学〔2020〕11 号

际制定细则，负责具体实施。
（一）奖学金采取学年奖励和即时奖励相结合的原则。学年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在每学年第
一学期初结合学生学年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即时奖励应体现时效性，学院初审各项材料后，及时上报
党委学生工作部。
（二）奖学金由学生本人（或团队）提出申请，填写相应申请表格。各学院（或相关单位）负责
组织并初审，报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审定。

为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对外交流活动，进一步培养对外交流意识、提升对外交流能力，助力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推进学校国际化教育，特制定本办法。
一、对外交流奖学金（基金）的类别
浙大城市学院学生对外交流奖学金（基金）分为对外交流奖学金和对外交流基金两大类。其中对

（三）各单位在评选奖学金的过程中，应广泛征求师生意见，预评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外交流奖学金以资助个人为主，对外交流基金以资助团队或资助项目为主，共同用于鼓励和资助我校

五、奖励办法

本科学生参加各类对外交流活动。

（一）获得各级各类奖学金的学生名单，由学校发文公布，通过一定形式予以表彰。学校发给奖
学金证书，学生获奖情况登记表存入本人档案。
（二）对已获奖学金的学生，凡发现有弄虚作假、谎报隐瞒等行为的，学校将撤销其所得称号，

二、对外交流奖学金
对外交流奖学金是用于鼓励和资助优秀学生积极参与对外交流活动的奖学金，包括对外交流特别
奖学金、寒暑期对外交流奖学金和新生国际交流奖学金三项。

追缴已发奖学金，并给予相应纪律处分。已获奖学金的学生，在奖学金发放之前受校纪校规处分的，

（一）对外交流奖学金的评选条件

学校取消其奖学金。

1．对外交流特别奖学金

六、其他
（一）本办法中的“以上”“以下”均包括本项。

用于鼓励和资助参加海外学术会议并作主题发言的学生。其中，对前往亚洲国家和地区者，最高
资助金额为 4000 元 / 人；对前往亚洲以外国家和地区者，最高资助金额为 6000 元 / 人。

（二）本办法自 2020 级学生起实施。

2．寒暑期对外交流奖学金

（三）本办法由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用于鼓励和资助积极参加寒暑期对外交流活动的学生。寒暑期对外交流活动包括学生在寒暑期参
加的文化交流、短期学习、海外实习、社会考察等性质的各类对外交流活动。寒暑期对外交流奖学金
资助金额为 2000 元 / 人，名额为每学年 150 人，参加评选学生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学业成绩排序为小班（或专业、系）前 50% 或当学年获得一项以上创新创业类奖学金；
（2）遵守对外交流项目的有关规定，在国（境）外期间表现良好；
（3）对外交流项目结束后按期返回学校并完成相关总结报告。
3．新生国际交流奖学金
用于奖励优秀新生进行国际交流，拓展国际视野，促进全面发展。具体条件另行规定。
（二）对外交流奖学金的评选办法
1．对外交流特别奖学金实行即时申请即时奖励，学生可凭 EI 会议论文等相关证明材料向所在学
院提出书面申请，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报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审定。
2．寒暑期对外交流奖学金每学年评比一次，与学年评奖评优同时进行，由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院提
出书面申请，学生参加对外交流项目的组织单位核查学生在国（境）外表现和回国后是否完成项目要
求等情况，学生所在学院对其他条件进行初审，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报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
会审定。若当学年符合条件人数超过 150 人，按照学业成绩排序。
3．新生国际交流奖学金的评选办法另行规定。
三、对外交流基金
对外交流基金包括校设对外交流基金和外设对外交流基金。
外设对外交流基金是由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出资在学校设立，用于资助学生对外交流团队或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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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项目的基金，是团队资助和项目资助的主渠道；校设对外交流基金是团队资助和项目资助的有益补充。
（一）对外交流基金的评选条件
1．校设对外交流基金
校设对外交流基金现设海外学习交流基金、魏绍相国际交流基金两项。
（1）海外学习交流基金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荣誉称号评比条件及管理办法（暂行）

用于资助在国（境）外大学进行中长期交流学习（含海外学习项目和课程合作项目）的学生。其中，

浙大城院学〔2020〕13 号

对交流学习时间三个月以上不足一学年的学生，资助金额为 2000 元 / 人；对交流学习时间一学年以上
的学生，资助金额为 4000 元 / 人。免收学费项目的学生不能申请本基金。
（2）魏绍相国际交流基金
用于资助学业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及优秀经济困难生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对外交流活动，每
年资助 40 人。经济困难生人数比例原则上不少于 50%，资助金额为 6000 元 / 人。

为促进本科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应用型、复合型、创
新型人才，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相关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荣誉称号类别

2．外设对外交流基金

浙大城市学院学生荣誉称号分个人荣誉称号和集体荣誉称号。

外设对外交流基金以团队资助和项目资助为主要形式，具体评定标准和资助金额根据各基金管理

（一）个人荣誉称号包括：求是荣誉奖章、专业精英、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

办法确定。

（二）集体荣誉称号包括：学风优秀班级和文明寝室。

（二）对外交流基金的评选办法

二、个人荣誉称号及评定条件

1．海外学习交流基金每学年评审一次，与学年评奖评优同时进行。参加评审的学生在顺利完成交

（一）个人荣誉称号评定基本条件

流期间学习后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由学院初审，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报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

1．热爱祖国，积极向上，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

审委员会审定。应届毕业生于学年评奖评优后完成海外学习交流（课程合作）项目或在毕业离校前仍

2．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当学年所获学分不少于规定学分（学分的要求参照学校本科学生学籍管

未结束外方项目，但符合该基金申请基本条件的，可于我校毕业当学年第二学期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
申请，由学院初审，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报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备案，实时发放（绿色通道）。
2．其他对外交流基金在团队组织或项目组织时由组织方选拔符合条件的学生，党委学生工作部审
核，报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审定。
四、其他
（一）学生在校期间享受对外交流奖学金（基金）资助，除海外学习交流基金外，原则上不超过 1 次。
（二）对已获对外交流奖学金（基金）的学生，凡发现有弄虚作假、谎报隐瞒等行为的，学校将

理相关规定，课程修读进度要求由学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诚实守信；
4．当学年基础素质分值排序列小班或专业前 70％，且思想道德素质合格（思想道德分值不为负分）
；
5．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达到“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以上等级。
（二）凡当学年（其中求是荣誉奖章和优秀毕业生为评选前的各学年）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不
具备获各类荣誉称号资格：
1．违反校纪校规受到警告以上处分的；

撤消其所得称号，追缴已发奖学金（基金），并给予相应纪律处分。已获奖学金（基金）的学生，如

2．无故拖欠学费的；

在奖学金（基金）发放之前受校纪校规处分，学校取消其奖学金（基金）。

3．学生公寓内表现测评不合格的。

（三）本办法中的“以上”“以下”均包括本项。

（三）各项个人荣誉称号的具体条件

（四）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生对外交流奖学金（基金）管理办法》

1．求是荣誉奖章

（浙大城院发学〔2012〕71 号）文件同时废止。
（五）本办法由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求是荣誉奖章是学校为表彰表现特别优秀、成绩特别显著或对学校有突出贡献的学生而设立的最
高个人荣誉称号 , 给予每位获得者奖励 10000 元。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方可获该项荣誉：
（1）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为社会做出贡献，产生良好社会影响，并为学校赢得声誉。
（2）在学科竞赛、学术研究、科技创新上取得突出成绩。
（3）为学校的建设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2．专业精英
专业精英是学校为表彰学习成绩优异且在学校学风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学生的荣誉称号，每个
专业设一名。参评者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当学年基础素质分值排序列小班或专业前 25％；
（2）当学年学业成绩排序为小班或专业前 10％；
（3）在学术研究、学科竞赛、创新发明、社会实践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具有较大社会影响
力和榜样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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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好学生

5．“文明寝室”原则上在“学习型寝室”中产生，“特色寝室”评比结果将作为重要考量依据。

三好学生称号授予当学年表现优秀、全面发展的学生。参评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四、评选办法及程序

（1）当学年基础素质分值排序列小班或专业前 25％；

荣誉称号的评定要体现学校的育人理念，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荣誉称号评定工作由学

（2）当学年无不及格科目；

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领导，党委学生工作部作为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的秘书单位，负责全

（3）获得学业优秀奖学金，或学业成绩排名列小班或专业前 40％且同时获得两项以上创新创业

校荣誉称号评审的组织、协调和材料审核工作，各学院的评审工作由学院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小组根据

类奖学金或对外交流奖学金。
4．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学生干部称号授予当学年表现优秀的学生干部，比例为学生干部数的 10%。参评者必须符合
以下条件：
（1）担任学生干部一学期以上，热心为同学服务，工作认真负责且富有成效，工作考核等级为优秀；
（2）当学年基础素质分值排序列小班或专业前 25％；

学院实际制定细则，负责具体实施。
（一）专业精英、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工作结合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与奖学金评定工
作同时进行；优秀毕业生评选在毕业学年的第二学期初进行；求是荣誉奖章可即时申请即时奖励，学
年评审与优秀毕业生同时进行；学风优秀班级与文明寝室的评选程序另行规定。
（二）荣誉称号由学生本人（或团队）提出申请，填写相应申请表格。各学院（或相关单位）负
责组织并初审，报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审定。

（3）必修课和限制性选修课无不及格科目；

（三）各单位在评选荣誉称号的过程中，应广泛征求师生意见，预评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4）获得一项以上校设奖学金（优秀团队奖除外）。

五、奖励办法

在各基层学生组织（含班级、团支部）中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由学院考核和评审；在校级学生

（一）被授予求是荣誉奖章的学生，由学校发文予以表彰，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章，发放奖金。

组织和院（部门）级学生组织中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由主管单位进行工作考核和评审，并由学校团
委统一审核。

（二）专业精英、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由学校发文予以表彰，颁发荣誉证书和
纪念品。

5．优秀毕业生

（三）学风优秀班级、文明寝室由学校发文予以表彰。

优秀毕业生授予在大学期间各方面表现突出、综合素质优秀的同学。参评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六、其它

（1）学习勤奋、成绩优秀，积极参加各种创新创业和国际交流实践活动。获两次以上学业优秀奖

（一）本办法中的“以上”“以下”均包括本项。

学金；或获一次学业优秀奖学金，未获学业优秀奖学金的另一学年学业成绩为小班或专业前 50% 且同

（二）本办法自 2020 级学生起实施。

时获得两项以上创新创业类奖学金或对外交流奖学金；

（三）本办法由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2）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热心为同学服务。曾获得两次以上专业精英、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校级优秀团员、校级优秀团干部、校级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3）毕业设计（论文）成绩在良好以上。
（1）（2）所指奖学金和荣誉称号，其中一项须在毕业前最后评奖学年获得。
参加海外学习交流且顺利完成学习任务的学生，在校期间学习勤奋，各方面表现良好，可根据其
海外学习交流期间的综合表现适当放宽评审条件。
三、集体荣誉称号及评定条件
（一）学风优秀班级
学风优秀班级授予当学年在班级学风建设成果上具有示范性的班级。参评班级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班集体有坚定的政治方向，遵纪守法；
2．班级体系健全、集体凝聚力强；
3．班级学风建设目标明确、学习氛围浓厚；
4．班级学风严谨，与学习相关的各方面表现良好。
（二）文明寝室
文明寝室是授予寝室评比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寝室的荣誉称号。参评寝室应符合以下条件：
1．遵纪守法：寝室成员遵守学校学生公寓文明建设管理相关规定，无违反校纪校规行为；
2．团结向上：寝室成员思想上要求进步，团结互助、和谐相处，积极参与学生公寓各项管理服务
工作，集体荣誉感强，敢于与不良行为作斗争；
3．勤奋学习：寝室成员勤奋好学、遵守自修纪律、互帮互学，学习成绩优良；
4．寝室卫生整洁：全体成员积极参加公益卫生劳动，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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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社会参与能力、人文艺术修养；职业基础素质包括责任意识、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国际视野。
评价标准根据《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第二课堂（基础素质）培养及评价实施办法（试行）》（浙大
城院学〔2020〕59 号）执行，每学年对基础素质总体评价结果和 8 个三级指标评价结果记入《浙大城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

市学院本科学生综合素质鉴定表》（见附件），相关要求如下：
1．思想道德品质
（1）评价依据
主要依据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进行评价，通过学生的关键行为表现，考察学生遵守我国公民基本

浙大城院学〔2020〕45 号

道德规范情况。关键行为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也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
接班人的重要方向。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等有关文
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遵循“合格基础上的扬长教育”和“学生全面素质提升基础上的个性发展”两个原则。
（二）充分认可评价过程的相对性、发展性。
（三）发挥评价过程的甄别、激励和导向功能，评价结果作为学生评奖评优和就业推荐的重要依据。
（四）评价过程要求公开，评价结果力求公平、公正。

（2）评价方式

综合素质评价的指标体系如下表所示，由 2 项一级指标，2 项二级指标和 8 项三级指标构成，其
中一级指标为专业素质和基础素质，二级指标为社会基础素质和职业基础素质，三级指标为思想道德
品质、身体心理素质、社会参与能力、人文艺术修养、责任意识、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国际视野。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专业素质

综合素质

身体心理素质
社会参与能力
人文艺术修养

基础素质

责任意识
职业基础素质

评价由各学院组织实施，根据学生的申报和存档材料进行核对。关键行为表现第①项指学生获得
学校、学院、公寓楼通报表扬的情况，第②项的违纪行为指学生受到国家法律法规或学校纪律处分的
行为。
（1）评价依据
主要依据学生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培养状况进行评价，通过关键指标表现，考察学生的身心素
质和健康水平。关键指标主要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进行评价。
（2）评价方式
身体心理素质评价采取定性评价，评价结果分“合格”和“不合格”。以身体素质表现作为主要
评价对象，由公共体育与艺术教学中心负责组织学生进行体育达标测试，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评定学生成绩后报各学院。

思想道德品质
社会基础素质

确定奖励或违规违纪的等级，并量化为相应分值，分值不为负值即视为合格。

2．身体心理素质

二、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

合作精神
创新能力
国际视野

（一）专业素质评价
主要依据学生的学年学业成绩进行评价，考察学生学习的勤奋努力程度、学习质量和水平。
具体计算方法见《浙大城市学院学分制实施条例》（浙大城院教〔2020〕39 号）。各学院可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学生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的排名计算办法并进行排名。
（二）基础素质评价
基础素质具体由社会基础素质和职业基础素质组成。社会基础素质包括思想道德品质、身体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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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学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的情况。
思想道德品质评价采取定性评价，评价结果分“合格”和“不合格”。根据学生关键行为表现，

一、评价的基本原则

一级指标

①学生在抢险救灾、见义勇为、拾金不昧、助人为乐、奉献爱心、热心公益事业等方面的突出表现；

3．其它
社会参与能力、人文艺术修养、责任意识、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国际视野等六项素质的评价，
主要以参加第二课堂（基础素质）相关支撑项目所获得的学年分值为依据。由各学院综合素质评价工
作小组对六项素质的学年表现进行分项评价，并分别确定成绩与专业（班级）排名。
三、评价实施
（一）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以各学院为单位组织实施，各学院成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领导小组，
负责制定实施细则，下设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的实施。各小
班成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小组，负责本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的实施。
（二）综合素质评价按如下程序进行：
1．个人总结
每位学生对照综合素质评价内容，认真完成书面总结，填写《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学年综合素
质鉴定表》。
2．班级审议
班级综合素质评价小组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确认每位同学综合素质各项要素的成绩真实有效，
做好名次排序工作，完成班主任鉴定。
3．公示
班级综合素质评价小组经审查核准后，将综合素质评价成绩（专业素质、基础素质各单项成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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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级学生手册

相关排名）向班级全体同学进行书面公示。学生如对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有疑义，可在公示期内，向本

附件：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学年综合素质鉴定表

班综合素质评价小组提出，由班级综合素质评价小组进行复查，并作出答复。经复查，确有错漏者，
经班级综合素质评价小组集体复核后，予以更正，并做二次公示。
4．评优评奖

年     月至     年     月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学生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
5．审批与存档
各学院综合素质评价小组对各班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和评优结果进行审定，填写学院鉴定意见，
并加盖公章后，归入学生档案。

姓名

学号

性别

学院

专业

班级

四、本办法于发文之日起实施，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本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浙大

政治面貌

（包括专业素质和基础素质表现、存在不足及努力方向等）

城院发学〔2016〕81 号）同时废止。
五、本办法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附件：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学年综合素质鉴定表

个

人

小

结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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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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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素质评价

本学年所修学分

学分绩点

基础素质评价

学年获得总分数

排名

评价结果

合格（    ）   不合格（    ）

评价结果

合格（    ）   不合格（    ）

①思想道德品质
②身体心理素质

浙大城市学院国家助学贷款实施细则
浙大城院学〔2020〕55 号

体质测试成绩

③社会参与能力

学年所获分值

④人文艺术修养

学年所获分值

资助政策体系，加大对普通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根据《国务院办公

学年所获分值

厅转发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⑤责任意识
班
组
鉴
定

排名

公寓表现测评

⑥合作精神

学年所获分值

⑦创新能力

学年所获分值

⑧国际视野

学年所获分值

国家助学贷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金融手段完善我国普通高校

2004〕51 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合格（  ）  不合格（  ） 校外住宿（  ）

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 号）、《关于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相关政策措施的通知》
（财教〔2014〕180 号）、《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若干意见》
（教财〔2015〕7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
为密切银校合作，做好学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党委学生工作部协助经办银行做好以下工作：

班主任评语：

（一）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学校本科学生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具体负责按期向全国学生贷款管理
中心申报年度贷款额度，组织本科生的贷款申请，向经办银行提供借款学生名单和学生申请贷款的有
关材料，对申请借款学生的资格及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审查。
（二）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向经办银行提供贷款学生的变动情况（包括出国、转学、休学、退学、
开除、伤亡、失踪等）；负责召集借款学生统一办理填写、签署借款人申请书、扣款授权书、借款凭
证、借款合同等贷款手续；协助经办银行管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使用与归还；在学生毕业、转学、
升学等变动情况发生前协助经办银行办理学生借款的重新确认或变更合同。
（三）借款学生所在学院要积极配合党委学生工作部，做好借款学生资格初审，对借款学生的家
庭经济状况、学业情况、违纪处分情况、贷款金额是否合理等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及时通报借款学
生的变动情况并协助办理借款确认和变更合同；负责把“国家助学贷款确认书”放入毕业学生档案。
                                  班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二、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浙大城市学院全日制在读本科
学生。
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未成年人须由其法定监护人出具书面同意书）。
3．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

学
院
意
见

4．学习刻苦，能够正常完成学业。
5．经学校认定的符合条件的学生资助对象。
（二）学生在校期间，凡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1．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
2．休学期间；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3．退学试读期间；
4．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不努力，造成学习成绩低劣者；

注：该表正反页打印，要求用蓝色或黑色墨水钢笔或中性笔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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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已申请到其他银行的国家助学贷款或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三）如学生在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过程中或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后，发现有瞒报家庭成员及经济收入，
弄虚作假的，取消其申请资格或停止贷款，并根据情节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三、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时间和经费额度

3．学生在毕业或中止学业时必须与经办银行签署“国家助学贷款还款确认书”，方可给予办理离
校派遣手续。学生在签署“国家助学贷款还款确认书”时，应当与经办银行确认还款计划，协商确定
还款期限。学生在毕业或终止学业后一年内，可以向银行提出一次调整还款计划的申请。
4．学生要认真履行与经办银行签订的还款协议，直接向经办银行还款，承担偿还贷款的全部责任。

（一）学生在每年 9 月份提出申请，党委学生工作部集中时间办理。

在未还清贷款前，要积极与经办银行保持联系，及时沟通本人工作变动情况。贷款逾期一年不还，又

（二）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每年总贷款额最高不得超过 8000 元。

未提出展期，经办银行将在学校或相关媒体上公布其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

四、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材料

5．学生如有发生转学、退学、开除学籍等学籍变动情况的，必须还清全部国家助学贷款或与经办

（一）经办银行助学贷款申请审批表；

银行签订“国家助学贷款还款确认书”后，学校方可给予办理相关手续。学生有出国留学的，必须还

（二）浙江省学生资助对象认定申请表；

清全部国家助学贷款，方可给予办理相关手续。

（三）借款人借款申请说明（写明家庭状况和还款承诺）；

6．对没有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数额归还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经办银行要将其违约行为载入金

（四）借款人（老生）历年学习成绩单，借款人（新生）入学通知书；

融机构征信系统，金融机构不再为其办理新的贷款和其他授信业务。对于连续拖欠贷款超过一年且不

（五）借款人身份证复印件；

与经办银行主动联系的学生，由教育部全国学生贷款管理中心将其名单在新闻媒体及全国高等学校毕

（六）见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工作证（校园卡）复印件；

业生学历查询系统网站予以公布。

（七）监护人意见（督促按时还款、监护人本人签字）；
（八）借款人户籍证明（户口本首页、户主所在页、借款人所在页）；
（九）大学生学习、品行说明书（所在学院公章、见证人签字）；
（十）借款人工商银行卡复印件一份（在复印件上签字）。

7．对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毕业后自愿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从事第一线工作且服务达到一
定年限的，可按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执行。
七、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生国
家助学贷款实施细则》（浙大城院发学〔2009〕110 号）同时废止。

五、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和发放程序
（一）申请：
1．学生可以通过学生资助网、学校办公网、党委学生工作部网站等途径了解有关政策。
2．学生通过所在学院领取并填写申请表，递交相关材料进行贷款申请。
3．学生贷款须有两位老师担任见证人。
见证人是指与贷款学生关系密切的自然人，原则上是学生所在学院的领导、辅导员、班主任。见
证人不必为贷款人提供担保。见证人职责：协助介绍人和经办银行全面了解贷款学生的有关情况，如
学生家庭主要成员职业、收入、居住地址、联系电话等，向经办银行出具《大学生学习、品行说明书》，
督促贷款学生履行按时还本付息的义务，在贷款学生毕业后未偿还贷款本息前，与其保持联系，向经
办银行提供贷款学生的最新有效通讯方式。
（二）审批：
1．各学院初审学生贷款材料，签署审核意见并上报党委学生工作部。
2．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后将贷款学生名单和材料报送经办银行。
3．银行对学校送交的助学贷款资料进行核查和审批。
（三）签订合同：
党委学生工作部在接到经办银行通知后，组织学生签订借款合同，填写借款凭证。
（四）贷款发放
经办银行将助学贷款直接划入学校财务帐户。
六、国家助学贷款的贴息和回收
1．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补贴，毕业后开始自付利息。学生若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必须在毕业当年 4 月份向经办银行提供继续攻读学位的书面证明，财政部门继续按在校学生实施贴息。
2．国家助学贷款可在毕业或中止学业 3 年内开始还贷、20 年内还清。国家助学贷款本息提前归还的，
提前归还的部分按合同约定利率和实际使用时间计收利息；贷款本息不能按期归还的，由经办银行按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收罚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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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助学专项经费，由党委学生工作部按年拨付，各学院对勤工助学经费应专款专用。计划财务处负责
核算，并协助管理。

第四章

浙大城市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浙大城院学〔2020〕50 号
第一章
第一条

总

则

为规范管理学校勤工助学工作，促进勤工助学活动健康有序开展，切实保障学生权益，

第十条

勤工助学岗位设置

学生勤工助学岗位设置以校内教学助理、科研助理、行政管理助理和后勤服务等为主。

学生参加勤工助学不得影响学习，原则上每周不超过 8 小时，每月不超过 40 小时。
第十一条

勤工助学岗位分为 A 类岗位和 B 类岗位两大类。各职能部门提供的岗位称为 A 类岗位，

统称为学生助理，各学院提供的岗位称为 B 类岗位，具体岗位名称由各学院根据工作需要确定。
第十二条

校内用工单位在设置勤工助学岗位的过程中应做到：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高等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教财〔2007〕7 号）、浙江省学生资助管

（一）用工单位设立的岗位不能与学生的学习时间产生冲突；

理中心《关于进一步做好 2014 学年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浙学助〔2014〕11 号）

（二）要求安全，无毒、无害，学生力所能及；

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三）不能替代校内教职员工的本职工作。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勤工助学活动是指学生在学校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从事校内勤工岗位工作，

第五章

通过劳动取得学校支付的合法报酬，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一般不组织校外

岗位申请、招聘与录用

勤工助学，学生自行联系的校外勤工助学岗位，应与用人单位或个人签订合约，并报所在学院备案，
第十三条

酬劳由用人单位支付。
第三条

勤工助学工作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服务社会”的宗旨，按照“自愿申请、信息公开、

全日制在校生均可申请勤工助学工作。学生申请勤工助学的条件如下：

（一）热爱祖国，积极上进，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

扶困优先、竞争上岗、遵纪守法”的原则，由学校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和学生正常学习的前提下有

（二）学习努力，成绩良好；

组织地开展。

（三）具备与工作岗位相符的能力要求；

第四条

学校加强对勤工助学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对在勤工助学

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可予以表彰和奖励。对在勤工助学工作中违反校纪校规的，按照学校管理规定

第十四条

校内设岗单位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岗位要求进行统一公开招聘。

用工单位可采取面谈面试等多种形式，择优录取。

进行教育和处理。

第二章
第五条

（四）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优先录用。

第六章

管理机构及工作职责

学生勤工助学活动由学校学生奖励资助评审委员会领导，党委学生工作部具体负责勤工

第十五条

岗位管理、考核及报酬发放

学生一经录用后应凭学生证报到，因故不能按时到岗的需说明，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助学的组织和管理，制订管理规定，对勤工岗位的设置、用工需求、计酬标准、岗位考核等工作实施

学生因故要停止勤工助学活动，需提前两周向用工部门提出申请，做好工作交接，否则一年内不再受

规范管理 , 为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提供各项服务工作。

理其勤工助学申请。

第六条

校内各用工单位需指定专人负责勤工助学工作，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依照本办法制定

第十六条

学生勤工助学固定岗位的聘期原则上为一年。 各职能部门和各学院需于每年 1 月填写

勤工助学岗位职责和考核办法等内部管理制度，并定期组织勤工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安全工作和

《浙大城市学院勤工助学岗位申请表》，向党委学生工作部申报 A 类岗位和 B 类岗位的用工需求，经

办公技能等方面培训，正确指导、规范管理本单位学生从事勤工助学活动。

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面向全校公开招聘。
第十七条

第三章

勤工助学经费管理和使用

况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
第十八条

第七条

为保证学校勤工助学活动正常开展，学校设立勤工助学专项基金。基金来源为学校划拨

经费、社会捐赠及其他途径。
第八条

勤工助学专项基金用于学生参加校内非经营性部门勤工助学活动的报酬开支及勤工助学

各项服务工作。
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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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工助学专项基金由学校委托党委学生工作部统一管理。 勤工助学专项基金下设学院勤

校内用工单位负责勤工助学学生的管理与考核。党委学生工作部不定期对勤工助学情
学生勤工助学岗位按小时计酬。每小时酬金为 15 元人民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每小

时 18 元人民币。
第十九条 A 类岗位由各职能部门填写《浙大城市学院学生勤工助学报酬发放汇总表》及《浙大
城市学院学生勤工助学考勤报表》，于每月月初交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批、汇总，由计划财务处于每月
将酬金打入学生本人银行卡。B 类岗位酬金由各学院按月及时发放。临时性岗位可根据实际情况由党
委学生工作部审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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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二十条

附

则

浙大城市学院学生公寓文明建设管理办法

在学生勤工助学活动中，若出现纠纷或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各方应按照签订的协议协

浙大城院学〔2020〕57 号

商解决。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2018 年 7 月

修订）》（浙大城院发学〔2018〕90 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二条

第一章

本办法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第一条

总

则

为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和服务，提高学生的文明素质，创

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公寓是住宿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生活、休息的主要场所，是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品

德教育和行为养成教育的重要载体。本办法所称学生公寓，包括校内外由浙大城市学院建造的学生公寓、
以租借或联建等方式用于安排浙大城市学院学生住宿的楼舍。
第三条

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公寓中心”）代表学校全面负责学生公寓的管理，

为学生提供服务，具体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寓文化建设、住宿资源调配以及物业管理服务等
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浙大城市学院学生公寓内所有在住学生（以下简称“住宿学生”），包括

学校计划内招生的全日制学生（以下简称“计划内学生”）和来学校进修、学习或培训的各类人员。

第二章
第五条

学生入住、住宿调整和退宿

凡学校录取的计划内学生，愿意遵守本办法者，均可入住学生公寓。经学校同意来学校

进修、学习或培训的各类人员，由学校相关部门统一到公寓中心办理住宿申请手续。住宿学生须签订
住宿协议，办理住宿登记卡。
第六条

按学校规定，计划内学生须在学校安排的学生公寓楼住宿，未经批准一律不得擅自在校

外住宿。如确有特殊原因需校外住宿的，应根据《浙大城市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管理规定》（见附件一）
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第七条

根据学校教学和管理的要求，住宿安排采取按年级按学院相对集中住宿、男女分宿的原

则进行。住宿学生按照指定的学生公寓楼、寝室、床位住宿。未经公寓中心批准，任何人员不得私自
入住学生公寓或更换寝室、床位。
第八条

住宿学生应按期交纳住宿费、水电费等。住宿费用的收取标准按照政府主管部门核定的

标准执行。计划内学生住宿费每学年缴纳 1 次，学校以学年为单位在每学年初预收。一个住宿学年计
为 10 个月，时间从每年的 9 月计至次年的 6 月底。暑假期间，学校对计划内未毕业学生提供免费住宿。
第九条

住宿调整须经公寓中心批准后进行。住宿学生因转专业、降级、延长学习期限等原因一

般应调整住宿，凭相关证明到公寓中心办理有关手续，住宿床位由公寓中心根据住宿资源做出安排。
经批准调整住宿的学生，须在批准之日起 3 天内完成搬迁。
第十条

住宿学生因毕业、结业、退学、转学、休学、开除、出国及其他原因需终止住宿的，或

者因违反规定被学校强制退宿的，须到公寓中心办理退宿手续。办理退宿手续时，公寓中心根据学生
实际住宿时间计算应交住宿费。住宿费计算以月为单位，30 天折算为 1 个月，不足 30 天的按 1 个月计算，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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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外住宿。

一学期按 5 个月计算，一学年按 10 个月计算。
第十一条

学生办理退宿手续后，须在退宿手续办理完成之日起 3 天内将所有个人物品搬离公寓

楼。无特殊原因未在规定期限内搬出的或办理退宿手续的，视为违约留宿，将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强制

第四章

公共环境及秩序

将其搬出。
住宿学生退宿后，如在学习期间需要重新住宿，须提前 2 周（寒暑假期时间不计在内）向公寓中

住宿学生应自觉保护公共环境卫生，共同创造文明、整洁、有序的住宿环境。尊重、

珍惜工作人员劳动成果，保持走廊“24 小时无垃圾”；室内垃圾自觉倒入卫生桶内，袋装垃圾及时带

心提出住宿申请，并重新签订住宿协议书。
第十二条

第二十五条

公寓中心根据学校住宿床位额定数、宿舍基建或维修工作需要、学校对学生公寓用途

到指定的垃圾堆放点；危险废弃物放入指定的存放点；自觉爱护公寓周围绿化区域。

的调整以及住宿学生学习场所的变更等情况，对学生的住宿进行调整时，住宿学生应积极配合，服从

第二十六条

学校统一安排，不能以任何理由阻挠调整工作。公寓管理人员应根据学生寝室的实际表现，开展寝室

学习生活习惯。
第二十七条

资源整合工作。

住宿学生应互相尊重，团结友爱，自觉维护公共秩序，遵守作息时间，养成良好的
未经公寓中心批准，任何学生及单位、团体不得在公寓内从事各种经营性活动及收

费性活动。住宿学生举办非经营性宣传类活动，须经公寓中心批准后，在指定的区域张贴或布置。

第三章

安全管理

第二十八条

住宿学生应做到文明离宿。在离宿期间要注意爱护公寓内公共财产，主动配合工作

人员清点公共设施设备，按规定自觉结清相关费用。
第十三条

住宿学生应自觉维护公寓安全，增强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防范能力、自我管理

能力和自救逃生能力。住宿学生有义务及时劝阻、制止有损公寓安全、正常秩序的不良行为，或报告

第五章

公用设施管理

公寓管理人员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住宿学生应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寓内严禁发生任何违反国家和有关部门颁发的

消防安全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本办法第十一章规定的行为。
第十五条

住宿学生发现火警、火灾等事故时，应及时采取报警、撤离现场等措施。发现刑事、

治安等案件时，应保护现场，及时报告学校保卫部门和公寓中心并协助处理。
第十六条

住宿学生应注意防盗安全。养成离开寝室或睡觉时锁门、关窗的好习惯；妥善保管个

人物品，不宜在学生公寓内存放贵重物品和大量现金；不得将寝室钥匙借予他人 ; 不得私自调换门锁
或另加门锁；丢失钥匙后要及时报告公寓管理人员，由公寓中心更换门锁。
第十七条

学生公寓禁止吸烟（含电子烟和其他含烟类食品等）。

第十八条

学生公寓实行传染病申报制度。住宿学生凡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

第二十九条

住宿学生应严格遵守学生公寓公共设施相关管理规定，爱护学校公共财产，妥善使

用公寓楼和寝室内的水电设施、门窗、玻璃、家具、网络、电话及其他各项设施设备。
第三十条

寝室内个人使用的家具由使用者本人保管，共同使用的家具由寝室长负责、寝室成员

集体分工保管。未经公寓中心同意，不得将任何由学校统一配置的家具转借他人，不得将自备或其他
场所的家具搬入学生公寓使用，不得私自拆卸、移动、损坏、丢弃公寓内家具及设施设备。
第三十一条

公寓中心受学校委托不定期对公用设施设备进行清点检查和维修。住宿学生如发现

设施设备有损坏、丢失等现象，应及时到值班室登记报修。人为损坏的，要照价赔偿，相关责任人须
自行承担维修、更换费用。

第六章

定的各类传染病，应主动报告公寓管理人员或学校卫生防疫部门；住宿学生如发现公寓内有疑似传染

水电使用管理

病患者，应及时报告；传染病病人、病源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人，在治愈前或者在排除传染病嫌疑前，
应服从学校医疗部门的医疗指导意见，积极配合有关住宿的调整变更和安排。

第三十二条

住宿学生应注意安全用电。学生公寓内统一配置的电器不得擅自修理或拆卸，由于

第十九条

为维护学生公寓良好的生活秩序，公寓内禁止带入宠物及饲养宠物。

使用不当引起的后果由责任人负责。如学生自行购买电器，应购买、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经过 3C

第二十条

住宿学生不得在寝室内留宿非本寝室人员。因擅自留宿非本寝室人员造成其他同学或

认证的合格电器产品，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后果由电器使用者（申请人）负责。公寓管理人员有权

集体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的，留宿外来人员者将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第二十一条

住宿学生应自觉遵守公寓会客制度。来访客人须在值班室登记，换押有效证件，被

制止违章用电行为。
第三十三条

住宿学生应节约用电、用水，杜绝浪费现象。水电用量以寝室为单位结算，按表计量，

访者对来访者有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的告知义务，并履行对来访者进行行为规范的约束义务。访客须在

由寝室住宿成员分摊，收费标准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执行，由公寓中心代收代缴。每月抄表，定期

当天 22:00 前离开公寓，未按规定时间离开的视为留宿；会客时不要影响其他人员学习和休息，不要

公布各寝室水电用量，定期收取水电费（毕业生离校单独结算）。

有妨碍他人或不雅的言行举止；假期内，非本公寓楼人员不得进入学生寝室，会客一律在会客室或大
学生公寓实行寝室检查制度。公寓中心工作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实施相关检查，维护

公寓公共秩序，保障公寓公用设施设备完好。
第二十三条

住宿学生应自觉遵守公寓门禁管理规定，自觉配合公寓管理人员的管理。大件物品

出公寓楼须到值班台登记；进出公寓大门或上门检查需要查验有效证件时，应主动配合。
第二十四条
98

住宿学生在公寓内安装和使用额定功率大于 500 瓦的电器，须向公寓中心提出申请，

经寝室全体成员同意、申请人本人签署安全用电履约承诺，并经公寓中心同意后，方可安装使用。大

厅进行。
第二十二条

第三十四条

功率电器使用中如出现影响他人而产生矛盾和纠纷等问题，由申请人自行协调解决。
第三十五条

大功率电器安装时，申请人必须持有公寓中心批准的大功率电器安装许可证明，陪

同专业安装人员安装在指定的位置，不得随意变更。大功率电器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故障时，须联系生
产厂家或专业人员维修，不得随意拆卸。

住宿学生应自觉遵守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和校外住宿管理规定，不无故晚归，不擅自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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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网络设备使用管理

第四十一条

建立寝室卫生值周制度和寝室长责任制度。寝室内全体成员从开学第一周开始按照

床位次序轮流值周。如寝室人员发生变化，由寝室长负责调整值周人员，并及时上报公寓管理人员。
第三十六条

住宿学生在公寓内使用计算机等网络设备，须遵守以下管理规定。

（一）学生公寓内使用计算机等网络设备，须自觉遵守国家和学校关于信息管理的相关规定。
（二）在学校规定的学习时间内（周一早上 8：00 至周五下午 18:00），不使用计算机等网络设备

未经公寓中心批准，因学生私自更换床位而出现的卫生成绩统计错误，由该学生自行负责。
第四十二条

学校每学年定期开展“免检寝室”“特色寝室”“学习型寝室”和“文明寝室”评

比活动（具体评比办法见附件二），由公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

玩游戏、看影视碟片及从事其他与学习科研无关的活动。其余时间使用计算机等网络设备时，做到不
妨碍他人学习和休息。

第十章

（三）遵守互联网法律法规。严禁使用计算机等网络设备玩黄色电子游戏、看黄色碟片或上黄色

奖

励

网站。严禁查阅、调用、复制、传播反动、黄色的影像制品、刊物和计算机软件；严禁故意传播计算

第四十三条

机病毒或恶意攻击他人计算机。

（一）公寓中心根据《浙大城市学院“免检寝室”“特色寝室”“学习型寝室”“文明寝室”评

公寓中心积极开展文明寝室建设工作，对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四）使用者对相关网络设备应采取有效的防病毒措施，防止对校园网络造成有害或不必要的影响。

比办法》评选出当学年“免检寝室”“特色寝室”“学习型寝室”和“文明寝室”，其中“文明寝室”

（五）设备拥有者须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如向他人违法违纪使用提供便利，设备所有者与使

由学校发文表彰。

用者要共同承担责任。

（二）学校设立文明寝室建设优秀奖学金，用于奖励在文明寝室建设中取得优秀成绩的寝室，分

（六）学生公寓楼可能出现电压异常波动甚至断电等现象，住宿学生可自行配置可靠的电源稳压
保护装置，并注意用电和使用安全。因上述原因造成的各种责任或损失由使用者本人承担。
（七）学校将定期组织计算机等网络设备的使用检查，对违反以上规定者，按照本办法第十章有
关规定处理；若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优、优秀两个等级。
（三）公寓中心对当年的公寓系统学生干部进行考核，考核优秀的学生干部在各类评奖评优、外
出交流培训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并可直接推荐为校级优秀学生干部人选。
（四）住宿学生在学生公寓内的表现，是学校各类奖学金及荣誉称号的评选条件之一，也是党员
发展的重要依据。

第八章

晚归不归管理

（五）公寓中心对积极参与文明寝室建设的学生给予奖励。学生在公寓内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给
予学区内通报表扬，同时在学生基础素质评价体系中予以加分。

第三十七条

住宿学生应遵守以下管理规定，不违反学生公寓作息制度，做到不无故晚归不归。

（一）学校规定学生公寓晚熄灯时间为：周日至周四 23:00，周五、周六 23:30。晚熄灯时间后返
回公寓的行为视为晚归。

1．积极配合寝室资源整合工作 ;
2．积极参与、协助公寓管理服务工作，获学区辅导员、楼长肯定；
3．向公寓中心提合理化建议并被采纳 ;

（二）住宿学生应按时返校住宿，夜间确需在校外住宿的，须事先办理相关手续。住宿学生应事
先到住宿公寓门厅进行登记，如实填写《浙大城市学院学生夜间校外住宿登记单》，无法回校登记的，

4．在公寓见义勇为或做好事并产生良好影响 ;
5．其他积极参与公寓文明建设的行为和学校鼓励的行为。

须事先向班主任或辅导员老师请假，并及时补办登记手续。如未进行登记或登记信息不全的，均视为
无故夜不归宿。

第十一章

（三）住宿学生晚归后，须在学校门卫室进行登记，并刷门禁卡进入公寓。如发现晚归学生拒不登记、
登记信息不实或通过非正常途径进入公寓等行为，将按照学校相关管理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第四十四条

违规行为及处理

住宿学生应严格遵守校纪校规、公寓管理办法和住宿协议等规定，恪守有关文明公约。

（四）寝室长如发现有同学夜不归宿，有义务向本楼学区辅导员、学院辅导员或班主任报告。

公寓楼内发生违纪行为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学年内被学区通报批评 2 次及以

（五）学生发生无故夜不归宿行为，将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或纪律处分。

上或受纪律处分者，认定为当学年公寓内表现测评不合格，同时在学生基础素质评价体系中予以扣分。
情节特别严重的，还将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九章

寝室卫生管理

第四十五条

公寓楼内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根据《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给

予相应纪律处分。
第三十八条

为了引导同学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保持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公寓中心制定卫

生检查标准。
第三十九条

1．使用违章电器（如热得快、电饭煲、电炉、电茶壶、电热褥、电取暖器、电烫斗、烘鞋器、电
学生公寓实行寝室卫生检查制度。公寓中心组织专人定期进行寝室卫生、秩序检查，

对卫生不合格者，视情况发放整改通知书，经教育仍不改善的，给予通报批评或纪律处分。具体按本
办法第十一章的相关规定处理，仍不整改者责令搬离寝室。
第四十条

住宿学生应遵守学生寝室布置规范。室内家具和生活用具按规范化要求定点摆放，保

持地面清洁，墙面布置要统一、美观、健康。寝室整体氛围力求美观大方，格调健康高雅，环境整洁有序。
100

（一）违反公寓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的行为：
热卷（直）发棒、暖手宝、电热杯、干衣机、洗衣机等）、无 3C 认证产品，及其他危害公共安全、
不适宜在集体宿舍内使用或未经公寓中心批准的功率大于 500 瓦的其他电器设备；
2．一学年拥有违章电器 3 件次及以上；
3．非安全用电造成严重后果；
4．非紧急情况下，违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擅自移动、动用、破坏消防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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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在公寓楼内吸烟、乱扔烟蒂等引起火情、火险；

5．私自带酒进入公寓；

6．使用明火（如焚烧纸张或杂物、点燃蜡烛等），使用酒精炉等各类有明火的器具，烧煮饭菜及

6．攀爬门窗、顶楼、栏杆等危险行为；

甜点等；

7．无故晚归及夜不归宿；

7．堵塞、妨碍消防通道畅通，造成后果或经劝阻后仍不改正；

8．通过爬窗等非正常途径进出公寓楼；

8．私撬强弱电箱，私改、私拉强电线路；

9．未经批准私自在校外住宿；

9．存放或使用剧毒、易燃、易爆、易腐蚀、具有放射性、传染性等危险物品；

10．私自配房门钥匙、调换门锁或将寝室钥匙私借他人；

10．其他严重危害、妨碍公共安全和秩序的行为。

11．私自调换寝室、床位，占用其他床位，或将床位转租、转借他人；

（二）损害公寓文明建设、扰乱公寓公共秩序，并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

12．私自留宿非本寝室人员；

1．干扰、阻碍学校工作人员履行公寓检查职责或依法、依校规执行管理职责；

13．违反门禁管理规定；

2．起哄闹事、掷砸物品、摔爆响物等；

14．其他影响公共安全的行为。

3．在公寓内喝酒闹事；

（三）公寓内影响他人学习和休息的不文明的行为：

4．赌博或变相赌博；

1．自修时间及正常就寝时间进行玩游戏、打扑克、下棋、打球、踢球、跳绳、溜冰等行为；

5．打架斗殴；

2．不爱惜他人劳动成果；

6．恶意破坏绿化、环境卫生、寝室家具及其他公共设施；

3．熄灯后通电话声音过大影响他人；

7．其他严重影响公共秩序的行为。

4．不注意控制计算机、收音机等使用音量或在公寓楼内大声喧哗、哄笑、唱歌、嘻闹影响他人学

（三）其他违反学校公寓管理规定的行为：

习和休息；

1．未经允许从事各类营利性活动及中介活动；

5．有歧视他人的行为。

2．进行邪教和封建迷信活动；

（四）其他违反学校公寓管理办法规定的行为。

3．留宿异性或在异性寝室留宿；

第四十七条

住宿学生如违反公寓管理办法或住宿协议规定，且屡教不改者，公寓中心有权取消

4．私自留宿非本寝室人员造成严重后果；

其住宿资格。待其重新承诺愿意遵守公寓管理办法及住宿协议规定后，经公寓中心批准，再重新办理

5．一学年无故夜不归宿 3 次及以上；

住宿手续。

6．其他严重违反学校公寓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四十六条

学生公寓内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给予批评教育或学区通报批评。

第十二章

附

则

（一）公寓内影响环境和秩序的行为：
1．拒绝配合学校卫生、纪律和安全检查；
2．在楼内外乱丢垃圾、乱泼污水或将液体物品倒入垃圾桶内；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由浙大城市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原《浙江大

学城市学院学生公寓文明建设管理办法》（浙大城院发学〔2017〕61 号）同时废止。

3．卫生检查不合格，收到卫生整改通知书；
4．在墙壁、楼道乱涂乱画，未经审批张贴、散发各种海报、传单等；

附件：

5．擅自装修寝室，或在墙面上凿进铁钉等硬物；

1.《浙大城市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管理规定》

6．在走廊和房间内擅自拉绳晾晒衣物等；

2.《浙大城市学院“免检寝室”“特色寝室”“学习型寝室”“文明寝室”评比办法》

7．将宠物带入公寓或在公寓内饲养宠物；
8．将生活废弃物倒入下水道中，造成堵塞；
9．打扫寝室卫生用水直接冲洗地面，造成地面渗漏；
10．造成公共用水用电严重浪费；
11．破坏公寓文化建设成果；
12．其他影响公寓公共环境和秩序的行为。
（二）公寓内影响安全的行为：
1．不安全用电、拥有违章电器；
2．私接电源、私拉网线、电话线，私调水电表；
3．在门厅、走廊、消防通道、寝室、阳台堆放自行车、丢弃杂物等；
4．有吸烟行为或寝室内有烟蒂、烟盒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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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件二：
浙大城市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管理规定
浙大城市学院“免检寝室”“特色寝室”
“学习型寝室”“文明寝室”评比办法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教思政厅〔2007〕4 号）、《浙
江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校校外住宿学生管理的通知》（浙教计〔2007〕78 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
维护学校正常办学秩序，确保住宿学生的安全，特制定以下管理规定。
一、学校计划内学生应在学校安排的学生公寓内住宿，未经批准不允许在校外住宿。
二、学生因特殊原因（学校教学计划内安排的杭州市区以外实习、身体不适、其他原因暂停学业等）
确需到校外住宿的，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填写《浙大城市学院学生校外住宿审批表》，经学生
家长和所在学院签字，公寓中心批准同意后，办理相关手续。
三、学生在校外住宿应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加强人身、财产安全的自我保护，

为提升学生基础素质，打造“青春家园”学生公寓文化，推进文明寝室建设，创建卫生整洁、氛围和谐、
学风优良的寝室环境，特制定本办法。
一、“免检寝室”评比办法
为调动广大同学参与公寓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增强同学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管理的意识，
创建规范、整洁、优雅的学习生活环境，公寓中心大力开展创建卫生“免检寝室”活动。卫生“免检寝室”
采取先申报后评定的办法，具体标准如下：

并定期主动保持与学院的联系。若在校外住宿地址或联系方法发生改变时，必须及时通知家长、班主任、

（一）寝室卫生整洁、环境舒适；

所在学院。因学生在校外住宿而发生的不良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

（二）寝室氛围健康向上，遵守作息时间，具有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值周生制度健全；

四、各学院应对申请校外住宿的学生严格把关，正确引导。对未经批准擅自在校外住宿的学生，
应及时劝回。对经批准同意在校外住宿的学生，各学院要建立校外住宿学生个人信息档案和情况交流
机制，应及时将其姓名、年龄、性别、专业、租住地址、租住原因、联络方式等基本情况进行登记，
并建立信息档案。各学院要确定责任人定期与校外住宿学生进行联系，关注和掌握其在校外住宿情况，
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做好相关记录。
五、学生在校外住宿期满后，必须到公寓中心办理回校内住宿手续，并按期回校内住宿；对在校
外住宿申请期满后仍需继续在校外住宿者，需要重新办理校外住宿申请手续。
六、经批准同意在校外住宿的学生，手续办完后方可在校外住宿。办理退宿手续后仍在校内学生
公寓住宿者，一经查出，即终止其校外住宿资格，并补交当年住宿费。学生未办理校外住宿申请手续
而擅自在校外住宿，以及在校外住宿到期后不按期回校内住宿，相应责任由学生本人承担，同时学校
将对其进行严肃处理。

（三）寝室卫生成绩保持优良；
（四）制定并遵守寝室公约；
（五）连续两周卫生检查均达到 88 分以上，个人卫生每次扣分不超过人均 2 分。
二、“特色寝室”评比办法
为创建寝室特色文化，营造温馨和谐、充满活力、富有影响力的学习生活环境，公寓中心每学年
开展一次“特色寝室”评比活动，凡符合评比条件的寝室均可申报。“特色寝室”评比标准如下：
（一）寝室成员遵守学校和公寓的相关规章制度，无违反校纪校规行为；
（二）制定并遵守寝室公约；
（三）寝室氛围良好，同学间和谐友爱；
（四）寝室布置体现特色，积极向上，有影响力；
（五）寝室卫生良好，原则上在“免检寝室”中产生；
三、“学习型寝室”评比办法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积极创建自觉学习、快乐学习的寝室氛围，营造学生公寓健康向上的学
习生活环境，公寓中心每学年开展一次“学习型”寝室评比，凡符合评比条件的寝室均可申报。“学
习型寝室”评比标准如下：
（一）寝室成员遵守学校和公寓的相关规章制度，无违反校纪校规行为；
（二）寝室布置健康向上，符合大学生品味；
（三）寝室学习氛围浓厚，在学校规定的学习时间内不玩电脑游戏；
（四）寝室成员学习认真努力，成绩优良，寝室成员无不及格情况；
（五）寝室卫生良好，“学习型寝室”原则上在“免检寝室”中产生。
四、“文明寝室”评比办法
“文明寝室”是学生寝室进行文明评比的荣誉称号。公寓中心结合寝室成员公寓表现记实评价结果，
每学年开展一次“文明寝室”评比，凡符合评比条件的寝室均可申报。学校对“文明寝室”给予发文
表彰和奖励。“文明寝室”评比标准如下：
（一）遵纪守法。寝室成员模范遵守《浙大城市学院学生公寓文明建设管理办法》，无违反校纪
校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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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结向上。寝室成员思想上要求进步，团结互助，和谐相处，积极参与学生公寓各项管理
服务工作。集体荣誉感强，敢于与不良行为作斗争；
（三）勤奋学习。寝室成员勤奋好学、遵守自修纪律、互帮互学，学习成绩优良；
（四）寝室卫生整洁，全体成员积极参加公益卫生劳动，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学生证、校徽管理细则

（五）“文明寝室”原则上在“学习型寝室”中产生，“特色寝室”评比结果作为重要考量依据。

浙大城院教〔2020〕48 号
第一条

学生证是表明学生身份的证件；校徽是学校的标志，也是学生身份的证明。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具有学校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

第三条

学生证和校徽只限学生本人使用、佩戴，学生应珍惜、爱护，注意保管，不准转借、送人，

学生证不能擅自涂改。
学生若将学生证或校徽转借他人使用或送人，或一人使用两个学生证或校徽，或随意涂改学生证，
一经查出，根据情节予以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第四条

遗失学生证或校徽的学生，必须书面说明情况，并向所在学院教学办公室提出补发申请。

各学院教学办公室在规定时间内统一交学校教务处审核批准后可予补发。
补发学生证和校徽需交纳一定的费用（办理手续费用另定）。原则上每位学生在校期间只允许补
发学生证和校徽各一次。
补办学生证、校徽时间定为每年 5 月、12 月的第二周。
第五条

学生毕业或因转学、退学等原因离校，应携带学生证到所在学院办理注销手续后方可离校。

遗失学生证的学生，必须承担一定的学生证声明作废费用（标准另定）。
第六条

本细则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生证、校徽管理细则》（浙

大城院发教〔2006〕61 号）同时废止。
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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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后分别按所注册专业规定的学费标准执行。
（二）学生在校期间转专业的，且转入专业与原专业的学费标准不一致的，学校以学期为单位，
按其学籍注册专业收取学费。

浙大城市学院本科生学分制收费及学杂费收缴管理办法
浙大城院计〔2020〕6 号

（三）学生在培养方案规定的最低毕业学分以外加修、跨专业选修学分的，学校免收专业学费，
学分学费按第四条规定的标准计收。
（四）学生由于一次免费补考后仍不及格或其他原因需重修学分的，学校免收专业学费，重修学
分学费按第四条规定标准的 70% 计收。
（五）结业生在规定时间内经批准返校修读不合格课程的，学校免收专业学费，学分学费按所修

第一章

总

则

课程规定的学分和第四条规定标准计收。
（六）学生申请延长学习年限，如在申请获得批准时，获得的学分总数未达到最低毕业学分要求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学分制收费管理，根据《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教育厅关

于高校学分制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浙价费〔2009〕292 号）、《浙江省普通高校学分制收费管理

而延长学习年限的，学校按规定标准收取专业学费，并按实际修读的学分收取学分学费；获得的学分
总数已经达到毕业最低要求学分的，学校不收取专业学费，按实际修读的学分收取学分学费。

暂行办法》（浙价费〔2005〕283 号）、《浙江省发展改革委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调整我

（七）对提前修满学分毕业的学生，按在校学习的实际时间计收专业学费。

省普通高校学分制收费标准的通知》（浙发改价格〔2020〕263 号）和省物价局对学校实行学分制收

（八）出国（境）交流学生（不包括寒暑期短期交流学生），均需按所注册专业的标准缴纳专业学费。

费的批复（《浙江省物价局教育收费备案表》（浙价费备〔2004〕8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

对方学校向学生收取学费的，学生回校后，经学校认定的学分不需缴纳学分学费；对方学校不向学生

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收取学费的，学生回校后，经学校认定的学分需缴纳学分学费。

第二条

本办法包括学费、住宿费、代管费等学杂费的管理。

新西兰 UW 学院学生按项目协议规定到合作方学习期间，按学校与合作方的项目协议执行。学生
免于缴纳该学期的专业学费、培养方案内的学分学费。

第二章

学

费

其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联合培养项目按项目相关规定执行。
（九）符合学校“省外对口帮扶专项计划”及“浙江省优秀贫困生专项资助计划”相关规定的学生，

第三条

学校学费以浙江省发展改革委规定的学费标准执行。学分制收费以选课制为中心，将原

学年制学费改按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两部分计收的收费制度。学生在规定年限内按培养方案规定的最
低毕业学分正常完成学业的，所缴纳的专业学费、学分学费之和不高于规定的学费标准。
第四条

学分学费按学生所修课程规定的学分计算，新西兰 UW 学院各专业按每学分 150 元收取，

其他专业按每学分 75 元收取。
第五条

专业学费按学年计算，为学费标准减去每学年 40 学分的学分学费之差。

第六条

计费学分为四年制 160 学分、五年制 200 学分，其他学制按每学年 40 学分类推。

各专业毕业的最低学分数以培养方案规定为准。学生毕业时所注册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最低毕业
学分在计费学分以内的，按各专业最低毕业学分计收学分学费；所注册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最低毕业
学分超出计费学分的，超出部分免收学分学费。
第七条

收费方式采用预收制，即在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时预收本学年的专业学费和 40 学分的学

按注册专业免予缴纳大学本科四年（建筑学、临床医学为五年）的学费。
修读学分超过计费学分（四年制 160 学分、五年制 200 学分）或最低毕业学分部分，于毕业清算
时统一收取。降级的学生，四年制从第五年、五年制从第六年起按第七条规定收取当年注册专业的学费，
并结算修读的超过最低毕业学分的学分学费。
申请延长学习年限的按第八条第（六）款规定收取延长年限期间学费。
第九条

学生缴纳学费后，如因退学、开除、转学、休学或保留学籍等原因提前结束学业，已修

完课程的学分学费按规定结算，专业学费和未修完课程的学分学费根据实际学习时间，按月计算当学
期应缴的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实际学习时间的起始时点为开学日，截止时点为办理离校手续日，30
天折算为 1 个月，不足 30 天的按 1 个月计算，一学年按 10 个月计算，一学期按 5 个月计算。
对经批准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学生，办理休学或保留学籍时不结算学费，复学时结算专业学费。学
生复学后，学年学费按复学年份该年级所注册专业学费标准收取。

分学费；学年结束时，结算每生该学年的专业学费和实际修读的学分学费总额。如学费总额超过已缴
纳的专业学费与学分学费 , 不足部分在下一学年收取学费时一并补收；学费总额少于已缴纳的专业学

第三章

费与学分学费 , 结余部分结转至下一学年使用。
（一）每学年开学缴费

第十条

住宿费

住宿费以浙江省发展改革委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符合学校“省外对口帮扶专项计划”

应缴学费＝专业学费 + 预收学分学费 ± 上一学年学费结算的差额

及“浙江省优秀贫困生专项资助计划”相关规定的学生，按注册专业免予缴纳大学本科四年（建筑学、

（二）毕业时学费结算

临床医学为五年）的住宿费。

学生毕业离校前，按多退少补原则结算学费。
第八条

学生中途退宿或复学计费方法参照第九条执行。

关于特殊情况的学费计算

（一）对入学时按专业大类招生的学生，统一按照大类中学费标准较低的专业收取费用，专业分
108

109

2020 级学生手册

第四章
第十一条

代管费

教材费、大学生医疗保险费、新生卧具费实行“学生自愿”原则。为方便学生，先由

学校统一预收。每学年开学后 1 个月内，党委学生工作部提供参加大学生医疗保险及购买卧具学生名

关于公布浙大城市学院 2020 级起学费和住宿费标准的通知

单与金额，计划财务处及时将大学生医疗保险费、卧具费或卧具费差价退给有关学生。关于教材费，

浙大城院计〔2020〕1 号

则在学生毕业、中途退学时，根据图书馆提供的实际使用教材费清单，办理核退（补收）手续。
第十二条

新生入学的体检费由学校代收代支。
各学院，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第五章

收费管理

根据《浙江省物价局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和调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的通知》（浙
价费〔2014〕240 号）和《浙江省物价局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和调整普通高校住宿

第十三条

学校实行“先缴费、后注册”制度，确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按时缴清学费的学生，

应在学年开学初及时提出缓缴申请（填写学生缓缴学费申请表），经所在学院审核、学校批准后方可缓缴，
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 个月。
第十四条

教务处于每年 4 月中旬前提供每位学生学籍异动及实际修读的学分数等分类汇总数据

（其中预毕业生为在校期间所修课程学分及学籍异动）。图书馆于每年 4 月中旬前提供每位预毕业生
在校期间应收的教材费用。党委学生工作部于每学年开学后 1 个月内提供实际住宿学生清单。计划财
务处根据上述部门提供的信息计算每位学生应缴的学杂费。
第十五条

学生可通过学校官网“数字门户”专栏进入计划财务处“财务系统”查询缴费情况，

可在教务处网站查询实际所修课程的学分数，可在图书馆网站查询实际领用教材清单。

费的通知》（浙价费〔2016〕209 号）文件精神，经向浙江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报备，浙大城市学院
2020 级起各专业学费和住宿费标准确定如下：
一、学费标准（不含新西兰 UW 学院中外合作专业）
（一）艺术类
设计学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专业学费标准为 10300 元 / 学年，其中学分学费标准为 75
元 / 学分，专业注册学费标准 7300 元 / 学年。
（二）工科类、医学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临床医学专业学费标准为 6300 元 / 学年，
其中学分学费标准为 75 元 / 学分，专业注册学费标准 3300 元 / 学年；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电子

未及时提出缓缴申请，或虽提出缓缴申请但未被批准，或无正当理由而未缴清学费的，

信息类（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土木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视作拖欠学费行为。经批准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在当年国家助学贷款未到账前，不视为欠费。

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建筑学、护理学、药学专业学费标准为 5500 元 / 学年，其中学分学费标准

第十六条

学生在离校前应结清所有学杂费。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0 级学生起执行。2016 级至 2019 级学生仍按《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本科生

学分制收费及学杂费收缴管理办法》（浙大城院发计〔2019〕7 号）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教务处负责解释。

为 75 元 / 学分，专业注册学费标准 2500 元 / 学年。
（三）其他专业
法学专业学费标准为 5500 元 / 学年，其中学分学费标准为 75 元 / 学分，专业注册学费标准 2500
元 / 学年；金融学、财务管理、资产评估、工商管理、国际商务、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
日语、商务英语、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行政管理学费标准
为 4800 元 / 学年，其中学分学费标准为 75 元 / 学分，专业注册学费标准 1800 元 / 学年。
二、住宿费标准为 1600 元 / 生·学年。
三、上述标准自 2020 级新生入学起执行，实行“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其他仍按《浙江
大学城市学院关于 2015 年新设专业学费标准及调整部分原专业学费标准和住宿费标准的通知》（浙大
城院发计〔2015〕2 号）、《关于公布 2017 年新设专业学费标准并调整部分专业学费标准和住宿费标
准的通知》（浙大城院发计〔2017〕4 号）、《关于公布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2018 年学费和住宿费标准
的通知》（浙大城院发计〔2018〕5 号）、《关于公布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2019 年新设专业学费标准的
通知》（浙大城院发计〔2019〕8 号）及《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本科生学分制收费及学杂费收缴管理办法》
（浙大城院发计〔2019〕7 号）执行。
四、本通知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浙大城市学院
2020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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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REGULATIONS FOR
ZUCC-UW JOINT INSTITUTE

关于公布浙大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
中外合作专业 2020 级学费标准的通知

Contents

浙大城院计〔2020〕4 号
各学院，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根据《浙江省物价局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国际联合学院学费标准的批复》（浙价
费〔2017〕86 号）文件精神，浙大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 2020 级 3 个中外合作专业学费标准
确定如下：
一、金融学、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学费标准为 40000 元 / 学年，工业设计专业学费标准为 45000
元 / 学年。学校实行学分制收费，其中学分学费标准为 150 元 / 学分，专业注册学费标准分别为：金融
学、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 34000 元 / 学年，工业设计专业 39000 元 / 学年。
二、本通知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浙大城市学院
2020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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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AMBLE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and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have agreed to establish a Joint Institute to
deliver undergraduate degrees which build on the expertise of both institutions. The Joint Institute will offer
three 4-year undergraduate degrees in Finance, Industrial Design, and Convention Economy and Management.
Students will need to complete eight semesters of full-time enrolment. Students will be enrolled in the Joint
Institute for their whole programme of study. For the first two semesters, students will be bound by the
regulations and processe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From Semester 3, students will be bound by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s and the Joint Institute’s regulations and processes set out in this document.
Students who meet the degree award regulation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ZUCC) for one of the
degree programmes offered by the Joint Institute will be awarded a Bachelor’s degree from ZUCC.
Students who meet the degree award regul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UW) for one of the degree
programmes offered by the Joint Institute will be awarded a Bachelor’s degree from UW.
Qualifications offered by the Joint Institute:
Joint Institute Programme
Finance
Industrial Design
Convention Economy and Management
Other disciplines may be offered in future.

University of Waikato
Bachelor of Business
Bachelor of Design
Bachelor of Design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Bachelor of Economics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Bachelor of Management

ADMISSION, ENROLMENT AND CONTINUATION
1. Admission to the Joint Institute
(1)

Unless approved otherwise by the Joint Institute Academic Committee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Academic Committee”), a person who will be under 16 years of age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semester in which he or she wishes to enrol is not eligible for admission.

(2)

A person must mee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as set out
in that institution’s Admission and Registration Regulations.

(3)

A person who has passed all of the prescribed papers in his or her first three semesters’ study at
the Joint Institute, and met any other requirements for enrolment and continuation as prescribed
by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will qualify for admission to the relevant University of
Waikato degree offered by the ZUCC-UW Joint Institute.

(4)

A person who has completed three semesters’ study at the Joint Institute and has failed no more
than one paper required by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may be granted admission to the
relevant University of Waikato degree by the Academic Committee, but his or her continuation
will be subject to passing the failed paper or an approved alternative in the following twelve
months of study.

(5)

A person who has failed two or more papers will not normally be granted admission to a
University of Waikato degree, but may be considered for admission by the Dean of the Joint
Institute on a case-by-case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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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s excluded from a paper

2. Re-registration for Continuing Students
(1)

The right to re-entry applies to re-enrolment in the qualification(s) in which a student was
enrolled in her/his most recent period of enrolment.

(2)

Annual re-registration criteria
A student who gains unrestricted passes in papers worth at least half of the total points the
student is enrolled in for the year will gain re-entry.

(3)

Semester re-registration criteria

may apply to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of the Joint Institute for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decision.
(2)

A person whose application for reconsideration is declined by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may make a further appeal to the Dean of the Joint Institute under delegated authority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3)

An appeal, comprising a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appeal, together with
supporting evidence, if available, must be submitted by the student to the Dean of the Joint
Institute not more than seven day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notification of the relevant decision is
received.

(4)

A decision by the Dean of the Joint Institute is notified in writing, and is final.

(5)

Report to the Academic Committee.

(1) A student who is enrolled in papers worth more than 15 points in a single semester and who
fails all of those papers will be ineligible for re-entry in the following semester.
(2) A student who is ineligible for re-entry in the following semester but who is enrolled in
papers in that semester will be withdrawn from those papers.
(4)

Progression from Semester Three to Semester Four
(1)

To progress from Semester Three to Semester Four of the qualification, students must have
achieved an unrestricted pass in ENSLA100 English for Professions.

(2)

A student who has achieved a restricted pass in ENSLA100 English for Professions may
be permitted by the Academic Committee to progress to Semester Four of the qualification,
but his or her continuation will be subject to repeating and achieving an unrestricted pass
in ENSLA100.

(3)

Students who have failed ENSLA100 may be permitted by the Academic Committee to
meet the progression requirement by providing evidence of achievement of an IELTS
(Academic) overall score of 6.0 with no band below 5.5, rather than repeating ENSLA100,
on a case-by-case basis.

The Dean of the Joint Institute must submit an annual report to the Academic Committee
providing an overview of admission appeal decisions made during the relevant year, together
with any consequent recommendations.
6. Enrolment
Any person who wishes to enrol at the ZUCC-UW Joint Institute must follow the regulations
and processes set out in Chapter III Admission and Registr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ve Rules for
Students Status by ZUCC.
7. Change of Enrolment
(1)

Changes to enrolment are not usually possible. Any change of enrolment constitutes a change to
a programme of study and requires the approval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3. Admission for Transferring Students
(1)

A student who wishes to transfer from one qualification to another needs to receive approval
from the Academic Committee under subsection 7(1) Change of Enrolment and mus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re-registration for continuing students listed in Section 2 of these regulations.

(2)

Students may be required to take additional papers to meet the compulsory requirements of the
qualification into which they are transferring.

(2)

4. Exclusion for Unsatisfactory Progress from Particular Papers
(1)

Students who have failed a paper, or any equivalent or substantially similar paper, on a second
or subsequent enrolment will normally be excluded from the paper and will be ineligible to reenrol in that paper.

(2)

Where a student is excluded from a paper that is a compulsory paper for a qualification the
student will normally not be permitted to enrol in, or continue a current enrolment in, that
qualification.

(3)

A student who is not permitted to proceed with the degree may be eligible to graduate
with a Certificate or Diploma.

5. Appeals
(1)

(3)

Procedure for change of enrolment
(1)

Applications for change of enrolment must follow the regulations and processes set out in
Chapter III Admission and Registr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ve Rules for Students Status by
ZUCC.

(2)

Absence from classes or failure to submit items for assessment does not constitute
withdrawal from a paper. A student who does not withdraw from a paper using the
procedures outlined in these regulations remains enrolled for the paper and remains liable
for any prescribed fees.

(3)

Attendance at classes and submission of items for assessment does not mean that a student
is enrolled in that paper. Formal enrolment is required.

Deadlines for withdrawing from papers
An application to withdraw from a paper must be submitted to the Academic Committee by the
second week of semester.

(4)

Late deletion or withdrawal under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1)

If, after the final deadline for withdrawal, a student considers that he or she is unable to
complete a paper because of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beyond his or her control, the
student may apply in writing to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for late deletion or
withdrawal.

(2)

The application must include an account, with appropriate evidence if available, of the
circumstances that prompted the application.

A person who:
(1) is qualified for admission to the Joint Institute but who is not accepted into his or her choice
of qualification, or
(2) fails to meet the criteria for re-entry to their qualification, or

116

Programme Approval

117

2020 级学生手册

(3)
(5)

Applications under this section are considered and decided by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4) Students undertaking a final test must sign their test script and identify themselves to the
test supervisor by producing either

Appeals

(a) their student identity card, or

(1)

A student may appeal against any decision taken under these regulations.

(b) another form of photo identification that can be authenticated by the test supervisor.

(2)

An appeal, comprising a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appeal, and
supporting evidence if available, must be submitted in writing to the Dean of the Joint
Institute not more than seven day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student receives notification
of the relevant decision. Late appeals may be accepted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Dean of the
Joint Institute.

(3)

(5) A student may not leave the test room during a final test with the intention of returning
unless supervised during the period of absence by the test supervisor.
(2)

Conduct in the final test room
(1) A student undertaking a final test must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in the test paper as well as
any instructions given by the test supervisor.

Appeals under this section are considered and decided by the Dean of the Joint Institute, or
his or her nominee, by delegated authority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2) An electronic device that
(a) makes use of an audible alarm, or

ASSESSMENT

(b) has facilities for transmission or reception of information, or

1. General

is prohibited in the test room, unless it is turned off and stored separately from the student,
or is an item authorised by the paper convener under subsection 2(2)(3)of these regulations.

(1)

(c) is capable of storing and displaying information

Eligibility to submit assessment

(3) A student may not bring into the test room any of the following items unless authorised in
writing by the paper convener:

A student must be enrolled for a paper in order to be eligible to submit assessment in it.
(2)

(3)

Use of particular languages for assessment

(a) paper

Unless specified otherwise in the relevant paper outline, students must submit assessment in
English.

(b) books

Plagiarism and cheating

(d) electronic devices, including dictionaries

(c) calculators

(1) Guidelines for sourcing and referencing styles appropriate to particular disciplines are
available from the ZUCC-UW Joint Institute.

(e) computers.
(4) If items are authorised under subsection 2(2)(3) of these regulations, details of the type and
the functions that may be used will be specified by the paper convener.

(2) Plagiarism is prohibited.
(3) It is not a defence against a charge of plagiarism for a student to argue that he or she did
not act intentionally in appropriating the writing or work of another person; however,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tudent is judged to have plagiarised intentionally, and the level and
standard of scholarship that might reasonably be expected of the student, may be factor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any disciplinary action to be taken against the student.
(4) Cheating in any matter connected with assessment is prohibited.
(4)

Use of the same material for different assessment items

(5) Items brought into a test room may be subject to scrutiny and their use during the test may
be monitored by the test supervisor.
(6) A student undertaking a final test must not
(a) communicate with another student during the test
(b) share material in the test room.
(3)

(1) A student must 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paper convener about the content of a final test
between the time it is undertaken and the notification of confirmed grades.

Unless approved otherwise by the examiner of the paper concerned, a student must not submit
for assessment material that is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material submitted for assessment for a
different paper, or for a paper which the student has attempted and/or completed previously i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form and is repeating.
2. Conduct in final tests
(1)

Presence and identification in final tests
(1) A student may attend a final test only if he or she is enrolled for the paper for which it is
prescribed.
(2) A student may not enter a final test to begin the test after the first 30 minutes.
(3) Except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test supervisor, a student may not leave the test room
during the first 30 minutes or during the last 15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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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 with others about final tests

(2) A student who wishes to raise an issue about a final test between the time it is undertaken
and the notification of confirmed grades may do so by contacting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4)

Resitting final tests
(1) A student who has failed a paper will be granted one opportunity to resit the final test. The
resit test paper will consist of different but equivalent questions to the original final test.
The resit result will only replace the final test result. Students will be notified the required
results for resit test in order to pass the course before resitting.
(2) Except where a student applies for Special Consideration under Section 4 or a Review of
Grade under Section 5, the grade a student receives for their resit test is final; no further
resits will be gr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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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pecial Arrangements for final tests
(1)

(2)

(1) Applications for special consideration in respect of internal assessment are considered and
decided by the convener of the paper for which the assessment is prescribed.

Applications and Procedures
(1) Applications under this Section are considered and decided by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2) An application for special consideration in respect of internal assessment must be made in
writing to the relevant paper convener not later than three day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it is
due.

(2) The times and places of final tests are notified by the Joint Institute Academic Administrator.
(3) A student

(3) The application must be supported by evidence that is acceptable to the examiner; the
evidence may be in the form of

(a) who has a learning or physical disability that is likely to affect his or her performance
in a final test, or

(a) a medical certificate for an illness or injury affecting the period relevant to the
particular assessment item, or

(b) who, for any other reason that he or she considers to be compelling, requires a special
arrangement to undertake a final test,

(b) evidence of any other circumstance and its effect on the student over the period
relevant to the particular assessment item.

may apply to undertake the examination at a different place, or under special conditions.
(4) The application must be submitted to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on the prescribed
form, as soon as practicable after the teaching of the paper has started and the need for the
special arrangement has been identified.

(4) If the paper convener accepts that the circumstances documented in the application are
valid, he or she may

(5) If the need is identified too late to allow for a suitable arrangement to be made by the Joint
Institute, the student will be advised to apply for special consideration under subsection
4(3) of these regulations.

(b) if it is practicable to do so, offer the student an opportunity to submit or repeat the
original assessment item or to submit an alternative assessment item.

(a) estimate a mark for the assessment item, or

(5) A student may not be awarded estimated marks under subsection 4(2)(4) of these
regulations for more than 33% of the overall internal assessment for a paper.

(6) An application under this Section must be supported by evidence as stipulated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6) If the examiner does not offer any of the options under subsection 4(2)(4) of these
regulations, the student may apply to withdraw from the paper on medical or compassionate
grounds.

(7) A student who makes an application under this Section may be requested by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to undergo an evaluation by an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erson.
(8) The University makes any arrangements and meets any costs for an evaluation under
subsection 3(1)(7) of these regulations.

(7) A student may appeal to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against any decision by a paper
convener under this section.

(9) If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considers that

(8) An appeal to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must be made in writing by the student not
more than seven days after he or she has received notification of the relevant decision by
the paper convener.

(a) the circumstances documented in the application are valid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set
down in subsection 3(1)(7)of these regulations, and
(b) it is practicable to do so given the nature of the circumstances involved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resources,
it will offer the student a special arrangement.
(10) A student will not be permitted to undertake a final test on a different day or at a different
time from other candidates. A student who is unable to take the final test at the specified
time will need to take the resit test.
4. Special Consideration for Missed Assessment, or Impaired Performance in Assessment
(1)

Special consideration in respect of internal assessment

Grounds for applications for special consideration
If, due to circumstances beyond his or her control (such as illness, injury, bereavement or
trauma),
(1) a student has been prevented from presenting internal assessment,
(2) a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internal assessment has been seriously impaired,
(3) a student has been prevented from undertaking a final test,
(4) a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a final test has been seriously impaired, or
(5) a student’s ability to prepare for a final test in the two weeks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test
has been seriously impaired,

(9) Where the paper convener is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a student may appeal directly to
the Dean of the Joint Institute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7(2) of these regulations.
(3)

Special consideration in respect of final tests
(1) Where a student has been prevented from undertaking a final test, or has had impaired
performance in a test as set out in subsection 4(1), the student will be eligible to resit the
final test as per subsection 2(4).
(2) Where a student is unable to resit the final test, or has been prevented from undertaking a
resit of a final test, or has had impaired performance in a resit of a final test as set out in
subsection 4(1), the student may apply for special consideration in respect of the final test
or resit of the final test.
(3) Applications for special consideration in respect of final tests are considered and decided by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4) In order to be eligible for special consideration in respect of a final test, a student must have
submitted all compulsory items of assessment for the relevant paper.
(5) An application for special consideration in respect of a final test must be submitted to the
Joint Institute Academic Administrator on the prescribed form not later than three days after
the date of the final test.

the student may apply for special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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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application must be accompanied by evidence of the circumstances relating to the
application.
(7) In the case of injury, illness, bereavement or trauma, the evidence required under subsection
4(3)(6) of these regulations must be in the form of a report that relates to a consultatio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nal test between the student and a medical practitioner, midwife,
dental surgeon or psychologist, or between the student and a counsellor who is recognised
for this purpose by the Joint Institute.
(8) In the case of any circumstance other than those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4(3)(7) of these
regulations, the evidence must be in the form of a statement of the nature and time of the
circumstance, written by the student.
(9)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may, at his or her discretion, request the student
to submit a statutory declaration affirming details of the circumstances relating to the
application.
(10) Where an application is accepted as valid by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the paper
convener will be requested by the Joint Institute to consider the assessment of the student in
the relevant paper.
(11) The chief examiner may at his or her discretion
(a) estimate a mark for the assessment item, or
(b) offer the student the opportunity to undertake a special final test.
(12) If the chief examiner does not estimate a grade for the paper under subsection 4(3)(11) of
these regulations, and it is not practicable to offer a special final test (either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the assessment or the continuing circumstances of the student), the student may
apply to withdraw from the paper on medical or compassionate grounds.
(13) Where a student demonstrates to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that, because of
circumstances beyond his or her control, he or she is not able to accept the offer of a special
final test, the student may apply to withdraw from the paper on medical or compassionate
grounds.
5. Review of Grade
(1)

Fail Grades
D
40-49
E
0-39
F
Ungraded fail
(3) An IC annotation means “Incomplete”, and is awarded if a student
(a) does not submit a compulsory assessment item, or
(b) if an examination was prescribed, does not undertake the examination.
(4) An IC annotation is treated as a fail grade.
(5) A “ ... ” annotation is used on students’ academic records for theses and papers that may be
undertaken over more than one year, and indicates that the enrolment is continuing into a
subsequent year.
(6) A restricted pass (“RP”) grade may be awarded at the discretion of a Board of Examiners or
delegated authority for a paper in which the student has achieved
(a) borderline performance, or

(1) A student who considers that a mistake has been made in the process of calculating or
determining a grade for a paper may apply for a review of a grade.

(b) a D grade compensated by overall good performance in the relevant subject or the
relevant subject and closely related subjects.

(2) An application for review of grade must be submitted by the student on the prescribed
form to the Joint Institute Academic Administrator not more than 14 days after receiving
notification of the grade.

Note: A paper for which a Restricted Pass (RP) has been awarded will not be accepted
as meeting the prerequisite requirements for any other paper unless the Dean of the Joint
Institute approves otherwise.

(3) The Joint Institute Academic Administrator may require the student to provide all items of
internal assessment for the relevant paper that have been returned to the student.

(7) The NC annotation means “No Credit” and indicates that credit for the paper has been
refused as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a finding of misconduct.

(4) A review of grade involves a re-calculation of marks.

(8) The schedule of grades used by the Joint Institute for papers that will appear on the
student’s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academic record, and the range of marks
represented by each grade is as follows:

6. Grades and Annotations
Grades
(1) Grades are confirmed by the Academic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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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 Grades
A+
90-100
A
85-89
A80-84
B+
75-79
B
70-74
B65-69
C+
60-64
C
55-59
C50-54
RP
Restricted pass
P
Ungraded pass

Review of Grade

(5) A review of grade may result in a grade being left unchanged, raised or lowered.

(1)

(2) The schedule of grades used by the Joint Institute for papers that will appear on the
student’s University of Waikato academic record, and the range of marks represented by
each grade is as follows:

百分制
Hundred- mark
system

成绩
Results
对应绩点
Grade point

100 － 95 94 － 85
5.0

84 － 75

74 － 65

64 － 60

<60

4.9 － 4.0 3.9 － 3.0

2.9 － 2.0

1.9 －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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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制
Five-grade
classification system

二级制
Two-grade
classification system

(2)

成绩
Results

优
Excellent

良
Fair

中
Satisfactory

及格
Pass

不及格
Fail

对应绩点
Grade point

4.5

3.5

2.5

1.5

0

成绩
Results

合格 Pass

不合格
Fail

对应绩点
Grade point

3.5

0

(9) Papers owned by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will be graded using the ZUCC grading
scale. Papers owned by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will be graded using the UW grading
scale.
(10) Grades for papers that are owned by one institution that will appear on the other institution’s
academic transcript, will be translated to meet the grading scale of the institute providing
the transcript, using a grade translation scale agreed by the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Conceded credit
(1) The Academic Committee may award a conceded credit to a candidate for a bachelor’s
degree who has
(a) undertaken the required number of papers for the degree,
(b) passed all compulsory papers, and
(c) passed all papers required for the major, or specified programme
but who has narrowly failed one paper in the final year.
(2) The award of a conceded credit is based on the candidate’s performance in the bachelor’s
degree as a whole as well as the paper in question.
(3) The conceded credit is attached to the degree as a whole (and does not affect the fail grade
in the paper in question).
(4) A student may be awarded one conceded credit only in a bachelors degree.

(3)

Notification of confirmed grades
Confirmed grades are published confidentially, using individual student identity numbers, in
MyWaikato.

7. Breaches and Appeals
(1)

Breaches
A breach of these regulations is misconduct under the Student Discipline Regulations.

(2)

Appeals
(1) A student may appeal against any decision taken under these regulations.
(2) An appeal, comprising a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appeal, together
with supporting evidence if available, must be submitted by the student in writing to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or the Dean if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is the paper
convenor) not more than seven day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notification of the relevant
decision is received.
(3) Appeals under this section are considered and decided by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by
delegated authority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4) A decision by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is notified in writing, and is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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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CATION REGULATIONS
Bachelor of Business (BBus)
Admission
Candidates for the Degree must have qualified for admission to the Joint Institute as specified in
1.
the Admission regulations.
Candidates must have completed and passed MATHS166, ECONS205, ACCTN101,
2.
MRKTG101 and ENSLA100 or approved alternative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admission to
the Bachelor of Business.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The normal minimum period of enrolment with the Joint Institute for completion of the Degree
3.
is eight semesters (four years). Two semesters will be completed under enrolment with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and the remaining six semesters will be completed under enrol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gree must normally be completed within a
maximum period of six years of first enrolling with the Joint Institute.
Candidates must enrol with the Joint Institute and follow an approved programme of study.
4.
5.
6.

Candidates must gain 360 points (24 papers) at 100, 200, 300 and 400 levels. Candidates must
complet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pecified programme in Finance.
To complet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pecified programme in Finance, candidates must pass the
following papers:
6.1 Semester One (enrolment with ZUCC)
MATHS166 Management Mathematics
6.2 Semester Two (enrolment with ZUCC)
ECONS205 Data Analytics with Business Applications
6.3 Semester Three
ACCTN101 Accounting for Management
ENSLA100 English for Professions
MRKTG101 Fundamentals of Successful Marketing
6.4 Semester Four
ECONS101 Business Economics and the NZ Economy
FINAN101 Introduction to Finance
STMGT101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LCOMM202 Leadership and Facilitation
ACCTN102 Introductory Financial Accounting
6.5 Semester Five
ECONS200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Economy
ECONS303 Applie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INAN202 Investments 1
FINAN200 Financial Management 1
6.6 Semester Six
FINAN306 Capit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INAN302 Investments 2
FINAN305 Financial Management 2
ECONS202 Microeconomics and Business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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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Semester Seven
MGSYS101 Integrated Thinking - Digital Busines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FINAN204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FINAN303 Computer Modelling in Finance
FINAN304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WSAFE396 Management Internship (jointly managed)
6.8 Semester Eight
FINAN399 Applied Project in Finance (jointly managed)
7.

DSIGN242 Design 4: Interactive Environments
COMPX201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COMPX251 Applied Computing Tools 1
DSIGN243 Visual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Design
6.6 Semester Six
DSIGN241 Design 3: Aspects of Web Design
DSIGN252 Cultural Perspectives for Design
COMPX202 Mobile Computing and Software Architecture
COMPX322 Advanced Web Development
6.7 Semester Seven
DSIGN341 Communication Systems Design
COMPX324 User Experience Design
COMPX318 Mobile Computing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DSIGN350 Intern Project
6.8 Semester Eight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r delegated authority may vary or waive these regulations in
individual cases.

Bachelor of Design (BDes) (Interface Design)
Admission
Candidates for the Degree must have qualified for admission to the Joint Institute as specified in
1.
the Admission regulations.
Candidates must have completed and passed COMPX101, COMPX102, DSIGN141, DSIGN125,
2.
COMPX161 and ENSLA100 or approved alternative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admission to
the Bachelor of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The normal minimum period of enrolment with the Joint Institute for completion of the Degree
3.
is eight semesters (four years). Two semesters will be completed under enrolment with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and the remaining six semesters will be completed under enrol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gree must normally be completed within
six years of first enrolling with the Joint Institute.
Candidates must enrol with the Joint Institute and follow an approved programme of study.
4.
Candidates must gain 360 points (24 papers) at 100, 200, and 300 levels. Candidates must
5.
complet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pecified programme in Interface Design.
To complet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pecified programme in Interface Design, candidates must
6.
pass the following papers:
6.1 Semester One (enrolment with ZUCC)
COMPX101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6.2 Semester Two (enrolment with ZUCC)
COMPX102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6.3 Semester Three
DSIGN141 Design 1
COMPX161 Introduction to the Web
DSIGN125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Design Production
ENSLA100 English for Professions
6.4 Semester Four
DSIGN171 Design Methodology
DSIGN142 Design 2
COMPX222 Web Development
DSIGN151 Design History
6.5 Semester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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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SIGN342 User Centred Design
DSIGN360 Capstone Project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r delegated authority may vary or waive these regulations in
individual cases.

Bachelor of Design (BDes) (Media Design)
Admission
Candidates for the Degree must have qualified for admission to the Joint Institute as specified in
1.
the Admission regulations.
Candidates must have completed and passed MATHS166, ECONS205, DSIGN141 and
2.
ENSLA100 or approved alternative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admission to the Bachelor of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The normal minimum period of enrolment with the Joint Institute for completion of the Degree
3.
is eight semesters (four years). Two semesters will be completed under enrolment with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and the remaining six semesters will be completed under enrol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gree must normally be completed within
six years of first enrolling with the Joint Institute.
Candidates must enrol with the Joint Institute and follow an approved programme of study.
4.
5.
6.

Candidates must gain 360 points (24 papers) at 100, 200, and 300 levels. Candidates must
complet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pecified programme in Media Design.
To complet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pecified programme in Media Design, candidates must pass
the following papers:
6.1 Semester One (enrolment with ZUCC)
MATHS166 Management Mathematics
6.2 Semester Two (enrolment with ZUCC)
ECONS205 Data Analytics with Business Applications
6.3 Semester Three
DSIGN141 Design 1
ENSLA100 English for Professions
6.4 Semester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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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X161 Introduction to the Web
MEDIA100 Understanding Visual Culture
MEDIA102 Film Production 1: Telling Stories
ECONS101 Business Economics and the NZ Economy
FINAN101 Introduction to Finance
6.5 Semester Five
DSIGN243 Visual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Design
COMPX251 Applied Computing Tools 1
FINAN200 Financial Management 1
MEDIA202 Film Production 2: Experimentation and Creativity
6.6 Semester Six
DSIGN241 Design 3: Aspects of Web Design
DSIGN252 Cultural Perspectives for Design
STMGT101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MEDIA203 Digital Arts and Cultures
FINAN305 Financial Management 2
6.7 Semester Seven
COMPX324 User Experience Design
MEDIA305 Interactive Media Design
MEDIA301 Anim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MEDIA302 Film Production 3: From Concept to Screen
DSIGN350 Intern Project
6.8 Semester Eight

(1)

(2) These regulations apply to the conduct of students
(a) on any property or in any facility owned or managed by the Joint Institute or ZUCC
(b) in the context of a Joint Institute activity
(c) where the conduct is related directly to the student's status as a student, or
(d) where the conduct has the potential to harm unfairly the reputation of the Joint
Institute.
(3) For the purpose of these regulations,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a student is deemed to be
enrolled as a student is defined as the period in a given year from (inclusively) the Monday
of the start week of the paper in the student's programme of study that starts earliest in that
year, to the Sunday of the end week of the paper that ends last.
(4) The processes for dealing with complaints of misconduct may extend beyond the period
defined in subsection (3).
2. Misconduct
(1)

(d) breaches any regulation published in the Joint Institute Regulations Handbook
(e) fails to comply with any reasonable and lawful policy or instruction approved and notified
by the Dean, Associate Deans,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Academic Committee, or
delegated authority
(f) uses Joint Institute property, resources or funds for other than authorised purposes
(g) incurs liability on the part of the Joint Institute without authorisation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r delegated authority may vary or waive these regulations in
individual cases.

STUDENT DISCIPLINE REGULATIONS
Preamble
At the time they enrol,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sign a Student Declaration agreeing to abide by the regulations
of the Joint Institute and any other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and of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The Student Discipline Regulations provide the framework for addressing alleged breaches of
regulations by students and for applying penalties where breaches are substantiated.
Members of the Joint Institute community are entitled to operate and interact in an environment of safety and
respect. It is expected that students will act with integrity and demonstrate respect for others.
If differences and disputes arise between members of the Joint Institute community, it is expected that they will
attempt to resolve such conflicts reasonably and co-operatively. Formal procedures should be used only where
other methods of resolving conflicts have been ineffective or would be inappropriate.
It is the policy of the Joint Institute that all discipline procedures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justice.
The procedures in these regulations have been adopted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in this respect.
1.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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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of misconduct
A student commits misconduct if he or she
(a) commits a serious breach of the obligation, shared by staff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Joint
Institute community, to act towards others reasonably, courteously, considerately and with
good faith
(b) behaves in a manner that significantly impedes or subverts the efficient functioning of the
Joint Institute in accordance with its statutory role
(c) behaves in a manner that discredits the Joint Institute

CREAT301 Creative Technologies and Creative Practice Project
7.

Application
(1) These regulations apply to the conduct of students while they are enrolled as students.

(h) behaves in a manner that is likely to harm unfairly the reputation or professional prospects
of another student or a member of staff
(i) behaves in a manner that jeopardises the health or safety of another person
(j) knowingly misleads the Joint Institute in any significant matter
(k) encourages, assists, or procures a person to commit misconduct.
(2)

Discrimination and harassment
(1) The Joint Institute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a work and study environment that is free
from discrimination and harassment.
(2) A complainant may choose to have discrimination or harassment treated as a formal
complaint of misconduct under these regulations.
(3) Discrimination means conduct that results, or is likely to result, in less favourable
treatment, or creates, or is likely to create, a less favourable environment, for a person or
group of people on any of the grounds set below:
(a) sex, which includes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b) marit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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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eligious belief

(1) A student against whom a complaint of misconduct is made, either by a member of the
Joint Institute or another person, is subject to the discipline procedures set down in Section
3 of these regulations.
(2) All authority under these regulations must be exerci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justice.
(3) Any person who is a party to a complaint of misconduct, or who provides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a complaint of misconduct, may be required by the relevant authority to sign
a statutory declaration in relation to any aspect of his or her testimony.
(4) If a person who is a party to a complaint of misconduct fails to respond to a communication
by a relevant authority, provided the authority has made all reasonable effort to locate and
contact that person and to provide adequate opportunity for a response, the authority may
proceed to deal with the complaint at his or her discretion.

(d) ethical belief
(e) colour
(f)

race

(g) ethnic or national origins, which includes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h) disability
(i)

age

(j)

political opinion

(k) employment status
(l)

family status

(m) sexual orientation.

(3)

(4) Harassment means serious or persistent interference in the pursuit of work or study of
another person, by behaviour that is unwelcome, uninvited and unwarranted. Harassment
includes
(a) sexual harassment: verbal or physical behaviour of a sexual nature that is unwelcome,
uninvited and unwarranted
(b) racial harassment: the use of language (whether written or spoken), or visual materials,
or physical behaviour that
(i) expresses hostility against, or brings into contempt or ridicule, any other person
on the ground of the colour, race, or ethnic origins of that person
(ii) is hurtful or offensive to that other person (whether or not that is conveyed to the
person complained about), and
(iii) is either repeated or of such a significant nature that it has a detrimental effect on
that other pers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examples of the types of behaviour that constitute
discrimination and harassment and sources of advice and support on campus, is available
from the Director of Student Services.
Informal methods of dispute resolution
(1)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the Joint Institute encourages the use of informal methods for
resolving disputes, although it is recognised that there are instances in which informal
methods are not appropriate or will not be effective.
(2) Methods of seeking an informal resolution to a complaint include the following:
(a) the complainant discussing the issue with a third party but not proceeding further
(b) direct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c) the complainant writing a letter to the other party
(d) a third party representing the complainant's concerns on his or her behalf
(e)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mediated by a third party
(f)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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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lainant changing his or her own position to avoid or accommodate the
conflict.
Within
the Joint Institute there is a network of trained staff and students to assist
(3)
complainants with informal methods of dispute resolution; further information, including
details of contact persons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Director of Student Services.
Students accused of misconduct subject to discipline procedures

3. Procedures for Making, Investigating and Resolving Complaints of Student Misconduct, and
Penalties where Misconduct is Substantiated
(1)

Opportunity for preliminary advice
(1) A person who considers that a student has committed misconduct may, if that person
wishes, first seek preliminary advice from one of the following staff members:
(a) the Dean,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or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of the
Joint Institute
(b) the Chairperson of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2) A staff member from whom preliminary advice has been sought under subsection (1) must
(a) provide all reasonable assistance and support to the complainant

(2)

(b) advise the complainant, on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him or her, whether a formal
complaint of misconduct might appropriately be lodged, and
(c) advise the complainant about the appropriate procedures for lodging a formal
complaint should the complainant choose to lodge one.
Procedures for making a formal complaint
(1) Any person may lodge a formal complaint of misconduct against a student
(a) even if that person has not sought or achieved an informal resolution under section
2(3), and
(b) even if that person has not sought preliminary advice from a staff member, and
(c) regardless of any advice given by a staff member.

(2) A formal complaint of student misconduct must be made in writing
(a) if it relates solely to student conduct (non-academic), to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b) if the complainant is an academic or general staff member and the complaint involves
alleged plagiarism or cheating in a subject where authority has been delegated to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under section 3(3).
(c) in cases other than (a) or (b), to the Chairperson of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3) 		 Delegation of summary jurisdiction to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1)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Joint Institute, the authority of the Chairperson of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of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to exercise summary jurisdiction under
section 3(4), is delegated to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of the Joint Institute,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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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the complaint involves alleged plagiarism or cheating in paper for an item of internal
assessment which is worth less than 33% of the total assessment for the paper
concerned, and
(b) the student who is the subject of the complaint has not previously been found guilty of
misconduct under these regulations.
(2) Where authority to exercise summary jurisdiction is delegated under this section,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must follow the summary jurisdiction procedures prescribed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4) If, at any time during a summary jurisdiction process,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considers that the penalties available to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may be more
appropriate, or for any other reason,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may refer the matter
back to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5)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should seek advice from the Chairperson of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of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if he or she is unsure on the appropriate
action to take in relation to an allegation of academic misconduct.
(6)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must provide an annual report to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on complaints and outcomes heard under summary jurisdiction.
Summary jurisdiction procedures
(1) Summary jurisdiction for the Joint Institute is exercised by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under delegated authority of the Chairperson of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of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2) A student who accepts summary jurisdiction by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may write an
answer to the complaint.
(3) The complainant and the student
(a) must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appear and give evidence at a summary jurisdiction
meeting with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b) may be required to attend, at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s discretion
(c) may be accompanied at the meeting by any other person to act as an adviser or support
person, subject to any conditions that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may impose.
(4) Where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exercises summary jurisdiction, he or she determines
whether the student has committed misconduct on
(a)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the complainant and the student, and
(b) any other evidence, written or oral, that he or she may seek or accept at his or her
discretion, provided that this evidence is disclosed to the student and he or she is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comment on it.
(5)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may decide at any time to take no further action on a
complaint of misconduct if, in his or her judgement
(a)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the complainant is insufficient
(b)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complaint is trivial
(c) the complaint is frivolous, vexatious, or not made in good faith, or
(d) the complaint fall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se regulations.
(6) If, having investigated a complaint,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determines that a student
has committed misconduct, he or she may tak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actions:
(a) issue to the student a warning containing a statement of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if
the act or behaviour that provoked the complaint is repeated
(b) require an undertaking from the student as to future behaviour while enrolled at
the University and set in place provisions for monitoring the student's behaviour in
keeping with the under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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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equire the student to provide any appropriate and available remedy to relieve distress,
or repair damage, or correct a mistake
(d) require the student to make a public or private apology, either written or spoken
(e) arrange for the student to be formally reprimanded by Dean of the Joint Institute, in
person and/or in writing
(f) suspend the student from attendance at any class or programme for up to one year
(g) exclude the student from, or limit access to, any designated part or facility of the Joint
Institute or ZUCC for up to one year
(h) if the misconduct is related to a particular paper or programme of the Joint Institute,
(i) require the student to repeat or complete additional assessment

(5)

(ii) refuse or reduce credit for part or all of an individual item of assessment, or refuse
credit for a paper as a whole
(i) require the student to participate in a specified educational and/or training programme
related to the misconduct, in terms prescribed by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and
within a prescribed period.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must exercise his or her discretion in the matter as
(7)
expeditiously as possible.
(8) The outcome must be communicated to the complainant and the student as expeditiously as
possible.
Constitution and jurisdiction of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1) In cases where
(a) the complaint involves alleged plagiarism or cheating in paper for an item of internal
assessment which is worth more than 33% of the total assessment for the paper
concerned, or
(b) the student who is the subject of the complaint has previously been found guilty of
misconduct under these regulations, or
(c)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considers that the penalties available to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may be more appropriate, or for any other reason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decides to refer the matter back to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the complaint will be heard by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2)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for cases involving a student from the Joint Institute,
comprises
(a) the Chairperson, appointed by the Vice-Chancellor, and
(b) one academic staff member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appointed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from a pool of eight nominated by
the Academic Board, and
(c) one academic staff member from the Joint Institute, appointed by the Academic
Committee
(d) one student, appointed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from the pool of students appoin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e) one student from the Joint Institute, appointed by the Academic Committee.
(3) A quorum is the chairperson, one academic staff member and one student member.
(4) Written notice of the time, date and place of the hearing of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together with full details of the substance of the complaint, must be sent to
the student against whom the complaint has been made, at least 14 days before the date of
the hearing. Meetings will take place via video conference, or by teleconference if video
conference facilities are not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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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student answering the complaint may write an answer to the complaint.
(6) Both the complainant and the student answering the complaint
(a) must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appear and give evidence at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hearing by video-conference or teleconference at a time that is within
normal working hours for both New Zealand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 may be required to attend, at the Committee's discretion
(c) may be accompanied at the hearing by another person to act as an adviser or support
person, subject to any conditions that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may impose.
(7)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must convene as soon as is practicable to hear
(a)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the complainant and the student, and
(b) any other evidence, written or oral, that the Committee may seek or accept at its
discretion, provided that this evidence is disclosed to the student and he or she is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comment on it.
(8)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may decide at any time to take no further action on a
complaint of misconduct if, in its judgement,
(a)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the complainant is insufficient
(b)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complaint is trivial
(c) the complaint is frivolous, vexatious, or not made in good faith, or
(d) the complaint fall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se regulations.
(9) If misconduct is substantiated,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may tak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actions:
(a) issue to the student a warning containing a statement of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if
the act or behaviour that provoked the complaint is repeated
(b) require an undertaking from the student as to future behaviour while enrolled at
the University and set in place provisions for monitoring the student's behaviour in
keeping with the undertaking
(c) require the student to provide any appropriate and available remedy to relieve distress,
or repair damage, or correct a mistake
(d) require the student to make a public or private apology, either written or spoken
(e) arrange for the student to be formally reprimanded by Dean of the Joint Institute, in
person and/or in writing
(f) suspend the student from attendance at any class or programme for up to one year
(g) exclude the student from, or limit access to, any designated part or facility of the Joint
Institute or ZUCC for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or permanently
(h) cancel a student's enrolment at the Joint Institute, as a whole or in respect of any paper
or programme, for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or permanently
(i) if the misconduct is related to a particular paper or programme of the Joint Institute,
(i) require the student to repeat or complete additional assessment
(ii) refuse or reduce credit for part or all of an individual item of assessment, or refuse
credit for a paper as a whole
(j) require the student to participate in a specified educational and/or training programme
related to the misconduct, in terms prescribed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and within a prescribed period.
(10)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must exercise its discretion in the matter as
expeditiously as possible.
(11) The outcome must be communicated to the complainant and the student as expeditiously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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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uthority of staff for discipline in classes
A staff member delivering or supervising a class may dismiss from it, for its duration, any
student who, in his or her judgement, has committed misconduct in that class.

(7)

Authority of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for student conduct (non-academic)
(1)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has authority for non-academic student conduct for the
Joint Institute campus and may give instructions as he or she thinks fit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authority.
(2) Any instructions by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under subsection (1) must be
notified individually to each student to whom they apply.
(3) Where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receives a complaint of non-academic
misconduct, he or she may
(a) for misconduct of a minor nature, issue to the student a non-formal warning letter
containing a statement of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if the act or behaviour that
provoked the complaint is repeated
(b) for misconduct of a more serious nature, or for repeated misconduct, offer summary
jurisdiction to the student.
(4) If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offers summary jurisdiction, the student may choose
either
(a) to accept the offer of summary jurisdiction, or
(b) to have the matter referred to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5) A student who accepts summary jurisdiction by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may
write an answer to the complaint.
(6) The complainant and the student
(a) must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appear and give evidence at a summary jurisdiction
meeting with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b) may be accompanied at the meeting by any other person to act as an adviser or support
person, subject to any conditions that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may impose.
(7) Where the student accepts the offer of summary jurisdiction by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determines whether the student has
committed misconduct on
(a)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the complainant and the student, and
(b) any other evidence, written or oral, that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may seek
or accept at his or her discretion, provided that this evidence is disclosed to the student
and he or she is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comment on it.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may decide at any time to take no further action on a
(8)
complaint of misconduct if, in his or her judgement,
(a)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the complainant is insufficient
(b)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complaint is trivial
(c) the complaint is frivolous, vexatious, or not made in good faith, or
(d) the complaint fall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se regulations.
(9) If misconduct is substantiated,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may tak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actions:
(a) issue to the student a warning containing a statement of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if
the act or behaviour that provoked the complaint is repeated
(b) require an undertaking as to future behaviour
(c) require the student to provide any appropriate and available remedy to relieve distress,
or repair damage, or correct a mis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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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equire the student to make a public or private apology, either written or spoken
(e) require the student to undertake community service work for the Joint Institute, of
whatever nature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thinks fit
(f) exclude the student from, or limit access to, a designated part or facility of the Joint
Institute for up to one year.
(10) Where a student accused of non-academic misconduct chooses to have the matter referred
to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the procedures outlined in section 3(5)will apply.
(11)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must exercise his or her jurisdiction in the matter as
expeditiously as possible.
(12) The outcome must be communicated to the complainant and the student as expeditiously as
possible.
(8)
Authority of the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Joint Institute
(1) The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may exclude a student from the Joint Institute, or limit
access to any designated part, system or facility of the Joint Institute, if the student has
been convicted of a criminal offence and if, in the Committee's judgement,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 impinges detrimentally on the Joint Institute or ZUCC or its staff or students.
(2) Whether or not there has been a formal complaint of misconduct, the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may, on suspicion of possible misconduct, initiat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duct of a student. Any investigation under this section and any procedure related to that
investigation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these regulations.
(3) If, having regard to the security of Joint Institute property or the best interests of students
and staff, the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is satisfied that the nature of a complaint is
sufficiently serious, the Committee may suspend the student to whom the complaint relates
from attendance at any class or programme, or from the campus, until the complaint has
been investigated and settled.
(9)
Authority of Council of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to withdraw or refuse to grant an
academic award
(1) Council may withdraw or refuse to grant an academic award if it is satisfied that the
candidate was guilty of misconduct in relation to the award while enrolled, or otherwise
dishonest in relation to the award.
(2) Council must consult with the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Joint Institute before
taking a decision under this section; the advice of the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must
be based on a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3) The principles and processes followed by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in formulating
its recommendation to the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outlined in these regula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hearing of
allegations of misconduct.
(4) The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must make all reasonable effort to ensure that the
candidate concerned receives prior notification of the advice that it intends to give to
Council and is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make a written submission directly to Council.
(5) Council may determine its own procedures for considering a matter under this section
provided they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justice.
(6) A decision by Council under this section is final.
(10)

136

Annotation of academic records and grades
(1) Where misconduct is found, the student's academic record will be annotated accordingly,
either permanently or for a period of time designated by the relevant authority, unless the
authority decides on the basis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misconduct that it is not warranted.
(2) Where a student is refused credit for a paper as a whole as a penalty for misconduct, an NC
(No Credit) grade will be awarded for that paper.

4. Provision for appeal
(1)

Provision for appeal to University of Waikato Council
(1) Any party to a complaint of student misconduct (the complainant or the student who was
the subject of the complaint) may appeal to Council against any decision under these
regulations
(a) by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b) by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c) by the Student Discipline Committee
(d) by the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2) An appeal must be addressed and submitted in writing to the Secretary to Council, together
with the prescribed fee; it must include a postal address and must be signed.
(3) An appeal must be received by the Secretary to Council not more than 14 day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relevant decision was formally notified, and must include details of the
grounds for the appeal.
(4) An appeal may be made only on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grounds:
(a) that the process used for addressing the alleged misconduct was unfair
(b) that the decision reached was manifestly at odds with the evidence
(c) that the remedy imposed was manifestly at odds with the misconduct
(d) that significant new evidence has become available that could not have been
reasonably obtained and presented during the initial process and that could have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decision made.
(5) The Council delegates authority to hear and decide appeals on its behalf to the Student
Discipline Appeals Committee, which, for appeals by students of the Joint Institute
comprises:
(a) one member appointed by and from Council, and
(b) one member appointed by Council from the members of the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and
(c) one other member, who is either a member of Council, or a staff member, Emeritus
Professor or Honorary Fellow of the University, ZUCC or the Joint Institute,
appointed by Council on the basis of his or her knowledge of legal processes, who is
Chairperson.
(d) The Chairperson of the Student Discipline Appeals Committee may appoint an adviser
to assist at a hearing in relation to aspects of a case; the Chairperson may also coopt that adviser as a member of the Student Discipline Appeals Committee for that
hearing.
(e) The Student Discipline Appeals Committee may determine its own procedures for
hearing and deciding appeals, provided that they conform with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justice, and may issue procedural directions.
At
an
appeal hearing, which will take place by video conference, or by teleconference if
(6)
video conference facilities are not available,
(a) the appellant must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appear and give evidence and may be
accompanied by an adviser and/or support person, subject to any conditions that the
Student Discipline Appeals Committee may impose.
(b) the other parties to the complaint, including the authority that made the original
discipline decision, must also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appear and give evidence.
(7) Having heard an appeal, the Student Discipline Appeals Committee may
(a) dismiss the ap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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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llow the appeal and vary the decision with respect to the original complaint
(c) refer the complaint back to the authority that made the decision appealed against, for
rehearing.
(8) The Student Discipline Appeals Committee may not impose a penalty that could not
otherwise be imposed under these regulations by the authority that made the decision
appealed against.
(9) The Student Discipline Appeals Committee must hear appeals as expeditiously as possible.
(10) The outcome of the appeal must be communicated to the appellant and the other parties
to the complaint, including the authority that made the original discipline decision, as
expeditiously as possible.
(11) The decision of the Student Discipline Appeals Committee on an appeal is final.
(12)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Chairperson of the Student Discipline Appeals Committee, the
fee for an appeal may be refunded, either in full or in part, if the appeal is decided in the
appellant's favour.
5. Provisions to Delegate Authority
(1)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by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or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Subject to the agreement of the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Joint Institute,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or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may delegate his or her authority under
these regulations.
(2)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by the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The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Joint Institute may delegate its authority under these
regulations.

6.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1)

Reports to the Academic Committee
The Associate Dean Academic and the Associate Dean Administration must submit an annual
report to the Academic Committee, including
(1) an overview of summary jurisdiction decisions taken during the relevant year

(2)

(2) an overview of student discipline matters, including any patterns or trends
(3) a statement about the appropriate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current regulations, policies and
processes concerning student discipline, and
(4) any recommendations with respect to current regulations, policies and processes concerning
student discipline.
Reports to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and University of Waikato Council
The outcome of any appeals by students of the Joint Institute heard by the Student Discipline
Appeals Committee must be reported to the 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 and to University of
Waikato Counci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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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唐学元
新生精英奖学金管理办法（试行）
香港著名实业家唐大威先生造福桑梓，热心祖国教育事业，长期关心和支持学校办学。为支持浙
大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以下简称“新西兰 UW 学院”）的发展，培养更多国际化应用型人
才，唐大威先生捐资 50 万港币，学校一比一足额配套，设立新西兰 UW 学院唐学元新生精英奖学金，
支持新西兰 UW 学院吸引优质生源，激励学子成长成才。为提高奖学金的使用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机构
成立新西兰 UW 学院唐学元新生精英奖学金管理委员会（具体成员详见附件），负责本奖学金的
资助和管理等事宜。
二、奖学金管理与运作
浙大城市学院设立新西兰 UW 学院唐学元新生精英奖学金专户，专款专用，做好奖学金运作。
三、奖励额度及用途
该奖学金奖励对象为当年参加高考并被新西兰 UW 学院录取的新生。每年奖励 8 名优秀学子，其
中金融学 4 名，会展经济与管理、工业设计各 2 名；奖励额度为每人 2 万元 ( 新西兰 UW 学院唐学元
新生精英奖学金与学校魏绍相新生精英奖学金荣誉可兼得，奖金就高发放 )。
四、获奖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者，可获得新西兰 UW 学院唐学元新生精英奖学金：
金融学专业学生高考分数名列该专业前 4 名，会展经济与管理、工业设计专业学生高考成绩名列
该专业前 2 名。同分考生的排序与当地教育考试院制定的高考排名顺序为准。
五、评选及发放办法
（一）学生自主申报，新西兰 UW 学院评定，同时报备招生办公室、学生发展指导部、发展联络部，
由新西兰 UW 学院予发文以表彰；
（二）奖学金在学生进校第一学期一次性发放；
（三）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其获奖资格：

Confidentiality

1. 因各种原因，未在学校完成学籍注册；

Subject to section 3(9), all processes and decisions under these regulations are confidential to
the parties involved, and to staff responsible for administering student discipline processes and
maintaining students’ academic records. Relevant information may also be made available to
staff responsible for student progress and for maintaining the Joint Institute’s academic standards
and the integrity of its assessment processes.

附件：新西兰 UW 学院唐学元新生精英奖学金管理委员会名单

2. 出现违纪行为，受到学院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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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 2020 级学生
国际交流奖学金实施办法

附件：
新西兰 UW 学院唐学元新生精英奖学金管理委员会名单

为了鼓励和促进学生对外交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根据《浙大城市
荣誉主任：唐大威（香港著名实业家）
高级顾问：胡建雄 ( 浙大城市学院顾问 )
主

任：吴

学院本科学生奖学金评定条件及管理办法（暂行）》（浙大城院学【2020】12 号）、《浙大城市学院
本科学生对外交流奖学金（基金）管理办法（暂行）》（浙大城院学【2020】11 号）的相关规定，制
定本办法。

健（浙大城市学院院长）

副  主  任：朱永平（浙大城市学院副院长、新西兰 UW 学院院长）

一、奖励对象

委

经学校统一招生，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到和注册手续的新西兰 UW 学院 2020 级学生。

员：范晓清（教务部部长）
金首红（发展联络部部长）
潘燕军（学生发展指导部部长）
韦志贤（计划财务部部长）
魏惠琴（国际交流与合作部部长）
何

敏（新西兰 UW 学院副院长）

秘  书  长（兼）：金首红（发展联络部部长）
副秘书长（兼）：何
秘

书：冯

敏（新西兰 UW 学院副院长）

颖（发展联络部）

张美宁（新西兰 UW 学院）

二、获奖条件及奖励额度
（一）奖励高考成绩排名考生所在专业前 5%，且高考成绩达到浙江省一段线的学生每人 6 万元
国际交流奖学金，支持学生在读期间赴新西兰怀卡托大学交流学习一个学期（以下简称“中长期交流
学习奖学金”）。
（二）奖励高考成绩排名考生所在专业前 30% 的学生每人 1.2 万元国际交流奖学金，支持学生在
读期间赴国外进行寒暑期短期交流（以下简称“寒暑期对外交流奖学金”）。
（三）以上两项奖学金可兼得，额度就高。如获得中长期交流学习奖学金学生欲参加寒暑期短期
交流，奖学金累积总额最高为 6 万元。
（四）确定获奖人数时，如出现小数，按四舍五入处理；
同分考生的排序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制定的高考排名顺序为准。
三、评选程序及发放办法
（一）由新西兰 UW 学院在开学初根据最终注册报到的学生数审核学生获奖资格，同时报备学校
招生办公室、学生发展指导部，由新西兰 UW 学院发文予以公布。
（二）本奖学金需参加由学校组织的相应国际交流学习活动方能获得，不折现，不顺延名额。
（三）寒暑期对外交流奖学金只奖励参加国外交流的学生（不含港澳台），且原则上只在学生一
年级寒暑假期间申请使用。有特殊情况需延缓到二年级的，需经书面申请同意后方可延期使用，否则
视同自动放弃本奖学金。
（四）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获奖资格：
1．因各种原因，未在学校完成学籍注册；
2．出现违纪行为，受到学校纪律处分；
3．在读期间有考试科目经补考仍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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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一）获得寒暑期对外交流奖学金的新西兰 UW 学院学生，不再继续享受学校对外交流奖学金（基
金）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寒暑期对外交流奖学金金额支持，获得中长期交流学习奖学金的新西兰 UW 学
院学生，不再享受上述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海外学习交流基金金额支持，但可兼得以上两项奖学金荣誉；
未获新西兰 UW 学院国际交流奖学金的新西兰 UW 学院学生，可根据上述管理办法，申请学校的寒暑
期对外交流奖学金和海外学习交流基金。

浙大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高顿精英奖学金
管理办法（试行）

（二）本办法适用于新西兰 UW 学院 2020 级学生。

（2020 年 8 月修订）

（三）本办法由新西兰 UW 学院负责解释。

第一章
第一条

总

则

上海高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顿财经”）为支持浙大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

联合学院（以下简称“新西兰 UW 学院”）办学，自 2019 年起，连续 5 年（2019-2023 年）每年捐资
人民币壹拾万元（￥100000.00），共计伍拾万元（￥500000.00），设立新西兰 UW 学院高顿精英奖学
金（以下简称“高顿精英奖学金”），用于支持新西兰 UW 学院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工作。
第二条

为有效管理和使用高顿精英奖学金，充分发挥奖学金对人才培养的积极导向作用，营造

优良的国际化育人氛围，根据浙大城市学院关于外设奖学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结合新西兰 UW 学院实际，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第三条

管理与评审机构

设立高顿精英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小组成员由新西兰 UW 学院院长办公会议成员组成，

负责奖学金的评定实施工作。
第四条

评审小组办公室设在新西兰 UW 学院教学与学生事务办公室，负责有关日常事务工作。

第三章

申报对象和基本条件

第五条

当学年新西兰 UW 学院在籍本科学生，均可申报高顿精英奖学金。

第六条

申报高顿精英奖学金的基本条件

（一）申报高顿精英奖学金的学生必须是当学年新西兰 UW 学院在籍本科学生，同时具备以下基
本条件：
1．热爱祖国，积极上进，遵守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
2．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学年内所获得学分不少于规定的学分（学分的规定参照《浙大城市学院
学生学籍管理细则》；
3．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诚实守信；
4．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达到“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以上等级。
（二）凡当学年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不具备高顿精英奖学金评奖资格：
1．违反校纪校规受到警告以上处分的；
2．无故拖欠学费的；
3．学生公寓内表现测评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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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四章

奖项设置和经费使用
第十条

第七条

评审程序和奖励办法

高顿精英奖学金奖项设置和评选标准

评审程序

（一）高顿精英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在每年九、十月份与学校其它奖学金评定同时进行（涉

（一）高顿精英证书奖学金

及应届毕业生的，可提前至当年学生毕业前进行），由本人（或竞赛负责人）向评审小组办公室提出

用于专项奖励报考 CFA（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特许金融分析师）和 FRM（Financial Risk

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应材料和票据。其中，高顿精英竞赛奖学金的赛事经费，按实际支出时间报销。

Manager，金融风险管理师）国际证书的学生，奖励标准如下：
1．成功注册、报名，奖励 1000 元人民币；
2．通过 CFA（一级）、FRM（一级和二级），奖励 3000 元人民币。

（二）评审小组办公室对学生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将结果报送给评审小组进行评审。
（三）评审小组评审结束后，结果在新西兰 UW 学院内公示。师生对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
可在公示期间向评审小组提出。评审小组在 5 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

（二）高顿精英实训奖学金

（四）公示结果无异议后，上报学校相关部门备案，并由新西兰 UW 学院统一发文公布。

用于专项奖励参加由高顿财经或新西兰 UW 学院组织的境外优质金融、财经、助研等实训项目的

第十一条

学生，奖励标准如下：

奖励办法

（一）获得高顿精英奖学金的学生，由新西兰 UW 学院颁发荣誉证书，学生获奖情况存入本人档案。

1．参加国外实训项目的，奖励 2000 元人民币；

（二）高顿精英奖学金在评审结束后，足额一次性发放。

2．参加港澳台等境外实训项目的，奖励 1000 元人民币。

（三）高顿精英奖学金与学校现设各类奖学金可兼得。

（三）高顿精英竞赛奖学金

（四）对已获奖学金的学生，凡发现有弄虚作假、欺骗组织行为，经核实，撤销其所得称号，并

用于专项奖励与新西兰 UW 学院学科专业或英语学习相关，但未纳入学校学科竞赛目录的优秀学

视情节追究相应责任。

科竞赛项目，奖励标准如下：
参照《浙大城市学院本科学生奖学金评定条件及管理办法》中“学科竞赛优秀奖学金”标准（个

第六章

附

则

人一等奖 1500 元人民币，二等奖 800 元人民币；团队一等奖 3000 元人民币，二等奖 1500 元人民币）
奖励获奖学生，并报销参赛费用。
（四）高顿精英语言奖学金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新西兰 UW 学院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用于专项奖励学生报考雅思、托福、GMAT 的英语学习和运用能力，奖励标准如下：
1．雅思 7.0 或托福 100 分 ( 含 ) 以上，或 GMAT 700 分（含）以上的，奖励 2000 元人民币；
2．雅思 6.5 或托福 90-99 分，或 GMAT 650-699 的，奖励 500 元人民币。
以上奖项单个学生只就高奖励一次。
（五）高顿精英就业奖学金
用于专项奖励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学生在毕业当年毕业前签约下列单位工作或继续深造学习的，
奖励标准如下：
1．被世界排名前 10（参照当年 QS 世界大学综合排名 , 下同）的国外高校正式录取为研究生的，
奖励 5000 元人民币；
2．被世界排名 11-50 的国外高校正式录取为研究生的，奖励 2000 元人民币；
3．被世界排名 51-100 的国外高校正式录取为研究生的，奖励 1000 元人民币；
4．被国内 985 高校录取为研究生的，奖励 2000 元人民币；
5．就职于世界 500 强企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奖励 500 元人民币。
第八条

每个奖项均按申报者的具体条件综合评定，名额可缺省，余额可累积作下一学年使用。

第九条

每年按实际使用需要从捐赠金额中提取一定经费作为奖学金执行综合费用，用于承办相

关活动、制作各类证书等综合开支，最高不超过捐赠金额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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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具有初步的金融
学系统研究能力；
8． 充分理解自身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公民在其工作单位和社会中担任的角色，了解商业机构和个

浙大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
2020 级专业培养方案

人在社会中承担的道德责任，并理解可持续性发展及其内涵；
9． 具备思考能力，能够归纳总结信息并评估其真实性、适当性以及可用性，并能够在实际商业
环境中运用众多分析工具和框架。
专业类别
金融学类

金融学（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培养方案

所依托的主干学科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管理学

制定人  Anna Strutt，谭岚    审校人   Yong Soo Keong，韩振华

专业主干课程
English for Professions、Accounting for Management、Business Economics and the NZ Economy、

培养目标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Leadership and Facilitation、Microeconomics and Business Economics、

本专业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优秀的金融人才，使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全面了解管理和金融学科。首先，

Introductory Financial Accounting、Introduction to Finance、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Economy、Financial

毕业生将系统掌握经济学和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以及宏观和微观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其次，毕业

Management 1 & 2、Applie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Investments 1 & 2、Capital Markets and

生应具备与国际金融、管理和传播相关的实践技能。毕业生可在众多金融领域就业，包括银行、金融

Financial Institutions、Entrepreneurial Finance、Integrated Thinking - Digital Business and Supply Chain

企业、公共机构、投资机构以及其它金融机构。本专业毕业生能全面了解东西方金融和管理环境。

Management、Computer Modelling in Finance、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Fundamentals of Successful
Marketing、经济学导论、商务法律、货币金融学原理、金融机构管理、国际金融、企业财务报表分析、

项目特色

金融资产评估、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金融工程学导论以及教学计划中明确的其它课程。

本专业全方位引进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采用新西兰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课
程体系。专业培养计划、课程设置、骨干师资聘任、教学管理等由中新双方共同商定，怀卡托大学在

专业核心课程群

浙大城市学院所开设的课程得到国际认定，可被其他国家承认。

Introduction to Finance、Investments 1 & 2、Financial Management 1&2、金融工程学导论

本专业学制四年。学生可不出国门，享受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体验国内外两种不同的大学教育
模式和环境，毕业时符合要求，可同时获得浙大城市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和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商学学
士学位（金融学专业）。中新合作模式灵活，在读期间，可学生选择赴新西兰怀卡托大学本部交流学
习一学期或一学年。
培养要求
金融学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能力和知识：
1． 熟练掌握英语，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应用能力；
2． 了解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知识，系统掌握与国际接轨的金
融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并具备在商业环境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
3． 掌握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国际投融资、外汇管理定性和定量的基本分析方法；
4． 熟悉中外有关经济金融方面的法律﹑政策和法规；

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类别
课程模块
（课程设计 / 训练 / 实习等）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管理实习（金融方向）

5.0

+5（短）

7（短）

实习

专业必修

必修

文献阅读与毕业设计（论文）

10.0

+10

8

毕业设计

专业必修

必修

计划学制 四年    最低毕业学分  166    
授予学位
中方学位：经济学学士
新方学位：商学学士（金融学专业）

5． 具有优秀的口头、听力、书面和电子沟通技能；能够用书面英文有效传达信息；拥有良好的
演讲技能并能够通过众多媒体有效地收集、诠释并传播信息；
6． 有一定的国际金融及财务的实务经历；具有较好的跨国金融实务操作能力；具有良好的市场
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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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型

金融学（中新合作办学）专业指导性课程计划
课程
类型

课程代码

课程名

10900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Knowledge
基础

121009

体育

A11001
A11003

148

考核
方式

按学期周学时分配
1

考试 3-0

1.0

考查 0-2

University English (I) University English (I)

4.0

考试 2-4

English for Academic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I)
Purposes (I)

7.0

考试 6-2

4.0

考试 3-2

Physical Education

Management Maths

2

3

4

5

6

7

8

课程名

英文课程名

学分

考核
方式

按学期周学时分配
1

2

3

4

★●ECONS101

Business Economics
and the NZ Economy

Business Economics and the
NZ Economy

3.0

考试

2-2

★●STMGT101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3.0

考试

2-2

★●LCOMM202

Leadership and
Facilitation

Leadership and Facilitation

4.0

考试

3-2

3.0

考试

2-2

3.0

考试

2-2

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Value
（双语）

3.0

考试

3-0

★ACCTN102

Introductory Financial Introductory Financial
Accounting
Accounting

★●FINAN101 Introduction to Finance Introduction to Finance
B11008

5

★●ECONS200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Economy

4.0

考试

考试

2-0

3-2

1090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A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 Contemporary China

121010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1.0

考查

0-2

★●FINAN200

Financial Manag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1
1

4.0

考试

3-2

F09002

大学生军事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llege
Students’ Military Theory

1.0

考查

0-2

★●ECONS303

Applie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pplie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4.0

考试

3-2

A11002

University English (II) University English (II)

4.0

考试

2-4

Investments 1

4.0

考试

3-2

A11004

English for Academic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II)
Purposes(II)

8.0

考试

8-0

Data Analytics with
Data Analytics with Business
Business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s

4.0

考试

3-2

★ECONS205

2.0

★●FINAN202 Investments 1

专
业
课

A05003

思想政治理论与社会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nd Social Practice
实践

1.0

考查

+1
(短)

10900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Principles of Marxism

3.0

考试

3-0

1.0

+1
考查
(短)

1.0

考查

126008

军训与国防教育

Military Training &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12101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A20001

Mao Zedong Thought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Theoretical System of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Socialism with Chinese
概论
Characteristics

4.0

体质测试

Physical Fitness Measurement

1.0

考查

A26004

形势与政策

Current Trends & Policies

1.0

考查

51.0

√

√

经济学导论

Principle of Economics

2.0

考试 2-0

B11002

商务法律（双语）

Business law

4.0

考试 4-0

B11022

货币金融学原理（双 The economics of money &
banking
语）

3.0

考试

★MRKTG101

Fundamentals of
Fundamentals of Successful
Successful Marketing Marketing

3.0

考试

2-2

3.0

考试

2-2
2-2

★●ENSLA100 English for Professions English for Professions

√

20.0 20.0 5.0 4.0

B05130

★ACCTN101

Accounting for
Management

Accounting for Management

3.0

考试

B05131

金融机构管理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nagement

3.0

考试

B11023

国际金融（双语）

International Finance

3.0

考试

3-0

3-0
2-2

Business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3.0

考试

2-2

B11004

金融资产评估（双语）Financial Assets Assessment

3.0

考试

2-2

Financial Manag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2
2

4.0

考试

3-2

Investments 2

4.0

考试

3-2

√

√

0

0

√

+1

1.0 1.0

7

★●FINAN306

Capit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pit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4.0

考试

3-2

★●ECONS202

Microeconomics and
Business Economics

Microeconomics and Business
Economics

4.0

考试

3-2

金融工程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Engineering

4.0

考试

4-0

Integrated Thinking - Digital
Busines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3.0

考试

2-2

B05132

+1
√

企业财务报表分析
（双语）

★●FINAN302 Investments 2

4-0

6

B11005

★●FINAN305

0-2

考试

A26003

Subtotal( 小计）

专
业
课

学分
3.0

★MATHS166 Management Maths

基
础
课

英文课程名

课程代码

Integrated Thinking
- Digital Business
★●MGSYS101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FINAN204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4.0

考试

3-2

★●FINAN303

Computer Modelling in Computer Modelling in
Finance
Finance

4.0

考试

3-2

★●FINAN304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4.0

考试

3-2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Subtotal( 小计）
★WSAFE396
实践、
论文
★FINAN399

100.0

8

6.0 3.0 15.0 19.0 22.0 20.0 15.0 0

管理实习（金融方向）Management Internship

5.0

考查

文献阅读与毕业设计
Applied Project in Finance
（论文）

10.0

考查

+5
(短)
+10

Subtotal( 小计）

15.0

5.0 10.0

Total（总计）

166.0

26.0 23.0 20.0 23.0 22 .0 20.0 2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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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较好的管理学学科所需要的数理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及方法；
（4）掌握营销传播、会展规划的基础和专业知识；

会展经济与管理（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培养方案

（5）了解营销传播及传媒产业的国际国内发展动态，了解会展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
3． 能力结构
（1）基本能力：具有良好的英语语言能力，包括听、说、读、写、译。具有良好的自学习惯和自
主获取知识的能力，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较强的会展运作中的策划、文案、管理、

制定人  Gareth Schott，周佳    审校人   Yong Soo Keong，顾杨丽

演讲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具有较好的沟通谈判、组织管理和协作协调能力，具有良好的创新创业能力；
（2）专业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营销传播、会展策划与管理、多元媒体创意与设计的基本技能，

培养目标

包括文案写作、项目策划、沟通执行、创意设计与管理以及多元化传播技能；

本专业旨在培养能直接从事各种企业类、行业类、社会类会展活动的国际化、创新型、应用型、

（3）专业核心能力：具有良好的会议、展览、节庆和公众活动的策划、文案、执行与营销传播管

复合型高级营销传播人才。毕业生理解会展是一种多元化的公众传播方式，也熟悉在众多媒体与会展

理及其媒体创意设计制作与传播的专业核心能力。具有能创造性地综合运用多元媒介开展会展实践和

环境中多元化会展实践在文化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时，毕业生具有充分的跨文化沟通能力，系统掌握

传播的能力；

会展管理基本理论，会展策划、文案写作、项目执行与管理等专业实务技能，熟悉有关会展方面的法

（4）专业特长技能：在具备上述能力的基础上，结合媒体创意与技术的实际应用，在摄影摄像、

律、方针和政策，并能熟练运用新媒体技术、多媒体安装实践以及创意传播技术。毕业生能够在企业、

动画制作、影视视频制作、多媒体技术、演讲主持、电子商务、社交媒体传播、多元媒介整合等专业

行业会展、传媒和文化艺术领域中工作。

领域上有相关的特长技能。

项目特色

专业类别

本专业全方位引进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采用新西兰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课

旅游管理类

程体系。专业培养计划、课程设置、骨干师资聘任、教学管理等由中新双方共同商定，怀卡托大学在
浙大城市学院所开设的课程得到国际认定，可被其他国家认可。
本专业学制四年。学生可不出国门，享受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体验国内外两种不同的大学教育模

所依托的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  新闻传播学

式和环境，毕业时符合要求，可同时获得浙大城市学院管理学学士学位和新西兰怀卡托大学设计学学
士学位（媒体设计专业）。中新合作模式灵活，在读期间，学生可选择赴新西兰怀卡托大学本部交流

专业主干课程

学习一学期或一学年。

English for Professions、 Understanding Visual Culture、Introduction to the Web、Principles of Form
and Design、Design 3、Film Production 1~3、Business Economics and the NZ Economy、Introduction to

培养要求

Finance、Visual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Design、Applied Computing Tools 1、Financial Management 1 &

1． 基本素质

2、Cultural Perspectives for Design、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Digital Arts and Cultures、User Experience

（1）思想道德素质：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具有优良的职业道德意识，具有诚信意识和团队精神，

Design、Interactive Media Design、Anim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中国文学、传播学概论、会展产业概论、

积极向上，富有责任感，遵纪守法，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会展项目策划、会展组织管理、会展场景设计、会展运作实务以及教学计划中明确的其它课程。

（2）文化素质：具有较高的人文、社科、自然等方面的文化素养，具有符合社会和营销传播行业
发展需要的管理、沟通、传播、艺术修养和意识；
（3）专业素质：掌握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和媒体设计专业的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方法，并能够将
之转化为营销传播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应用能力，以及团队合作和创新

专业核心课程群
Principles of Form and Design、Design 3、Film Production 1~3、会展产业概论、会展项目策划、会展
组织管理、会展场景设计、会展运作实务

意识；
（4）身心素质：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心理生理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和军
事训练合格标准。
2． 知识结构
（1）掌握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必要知识、技能和方法，包括会展产业的发展、会展项目策划和
组织管理、会展场景设计、会展传播和会展运作实务等；
（2）较全面掌握媒体设计专业理论知识，包括创意技术的发展、多媒体设计、影视制作、视觉文
化与传达、动画制作、交互媒体创意设计、用户体验设计、媒体和数字化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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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类别
课程模块
（课程设计 / 训练 / 实习等）

会展经济与管理（中新合作办学）专业指导性课程计划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会展综合实习

5.0

+5（短）

7（短）

实习

专业必修

必修

创意技术与实务项目

10.0

+10

8

训练

专业必修

必修

（毕业设计）

10.0

+10

8

训练

专业必修

必修

课程
类型

计划学制 四年    最低毕业学分 166    
授予学位
中方：管理学学士

课程代码

基
础
课

英文课程名

10900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基础
Knowledge

121009

体育   

A11001
A11003

按学期周学时分配
1

2

3

Physical Education

1.0

考查 0-2

University English (I)

University English (I)

4.0

考试 2-4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I)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I)

7.0

考试 6-2

Management Maths

Management Maths

4.0

考试 3-2

1090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A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 Contemporary China

2.0

考试

2-0

121010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1.0

考查

0-2

F09002

Introduction to College
大学生军事理论概论
Students’ Military Theory

1.0

考查

0-2

A11002

University English(II)   University English (II)

4.0

考试

2-4

A11004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II)

8.0

考试

8-0

Data Analytics with
Data Analytics with Business
Business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s

4.0

考试

3-2

A07001

思想政治理论与社会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实践
Theory and Social Practice

1.0

考查

+1
(短)

10900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Principles of Marxism

3.0

考试

3-0

126008

军训与国防教育

Military Training &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1.0

考查

12101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1.0

考查

A200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Mao Zedong Thought &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概论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4.0

考试

A26003

体质测试

Physical Fitness Measurement

1.0

考查

A26004

形势与政策             

Current Trends & Policies

1.0

考查

★ECONS205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II)

51.0

B07031

中国文学

Chinese Literature

B11014

传播学概论（双语） Communication Theory

4

√

√

√

√

20.0 20.0 5.0 4.0

√

√

√

0

0

1.0 1.0

考试
考试

2-2

Principles of Form and
Principles of Form and Design
Design

4.0

考查

2-4

B11011

会展组织管理（双语）Event Management

4.0

考试

3-2

B11009

会展产业概论（双语）Introduction to Event Industry

3.0

考试

3-0

B11010

会展项目策划（双语）Event Planning

4.0

考查

3-2

Introduction to the Web Introduction to the Web

4.0

考查

2-4

Understanding Visual
Culture

3.0

考查

2-2

Understanding Visual Culture

8

+1

3.0

★ ● MEDIA100

7

4-0

3.0

★COMPX161

6

0-2

考试 3-0

★ ● DSIGN141

5

+1
(短)

3.0

★ ● ENSLA100 English for Professions English for Prof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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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
方式

考试 3-0

Subtotal( 小计）

专
业
课

学分
3.0

★MATHS166

新方：设计学学士（媒体设计专业）

课程名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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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型

考核
方式

Film Production 1: Telling
Stories

4.0

考试

2-4

Business Economics and the
NZ Economy

3.0

考试

2-2

3.0

考试

2-2

会展场景设计（双语）Event Design

4.0

考查

3-2

Visual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Design

Visual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Design

4.0

考查

2-4

Applied Computing
★ ● COMPX251
Tools 1

Applied Computing Tools 1

4.0

考查

2-4

Film Production 2:
★ ● MEDIA202 Experimentation and
Creativity

Film Production 2:
Experimentation and Creativity

★ ● MEDIA102

课程名
Film Production 1:
Telling Stories

Business Economics
★ ● ECONS101
and the NZ Economy

英文课程名

★ ● FINAN101 Introduction to Finance Introduction to Finance
B11012
★ ● DSIGN243

★ ● FINAN200
专
业
课

按学期周学时分配

学分

课程代码

B11013
★ ● DSIGN252

1

2

3

4

5

6

7

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培养方案
制定人  Tomás García Ferrrari，刘立承      审校人 Yong Soo Keong，杨程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创新设计理念和国际交流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毕业生应系统
掌握工业设计与数字化视觉设计的理论与方法，并能够在平面设计、产品设计、网页设计、交互设计、
移动应用开发等领域从事工作。

4.0

考试

3-2

Financial Manag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1
1

4.0

考试

3-2

项目特色

会展运作实务（双语）Event Practice

4.0

考查

3-2

本专业全方位引进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采用新西兰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课

Cultural Perspectives
for Design

4.0

考查

2-4

Cultural Perspectives for
Design

程体系。专业培养计划、课程设置、骨干师资聘任、教学管理等由中新双方共同商定，怀卡托大学在
浙大城市学院所开设的课程得到国际认定，可被其他国家认可。

Design 3: Aspects of
★ ● DSIGN241
Web Design

Design 3: Aspects of Web
Design

4.0

考查

2-4

★ ● STMGT101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3.0

考试

2-2

★ ● MEDIA203

Digital Arts and
Cultures

Digital Arts and Cultures

4.0

考试

2-4

★ ● FINAN305

Financial Manag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2
2

4.0

考试

3-2

4.0

考试

2-4

4.0

考查

2-4

Animation: Theory and Animation: Theory and
★ ● MEDIA301
Practice
Practice

4.0

考查

2-4

★ ● MEDIA302

4.0

考试

2-4

★ ● COMPX324 User Experience Design User Experience Design
★ ● MEDIA305

Interactive Media
Design

Interactive Media Design

Film Production 3:
Film Production 3: From
From Concept to Screen Concept to Screen

Subtotal( 小计）
★DSIGN350
实践、
★CREAT301
论文

8

会展综合实习

100.0
Intern Project

Creative Technologies and
创意技术与实务项目
Creative Practice Project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Subtotal( 小计）
Total（总计）

5.0
10.0

本专业学制四年。学生可不出国门，享受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体验国内外两种不同的大学教育模
式和环境，毕业时符合要求，可同时获得浙大城市学院工学学士学位和新西兰怀卡托大学设计学学士
学位（界面设计专业）。中新合作模式灵活，在读期间，学生可选择赴新西兰怀卡托大学本部交流学
习一学期或一学年。
培养要求

3.0 3.0 18.0 21.0 20.0 19.0 16.0
考查
考查

工业设计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能力和知识：
1．较全面的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包括美学、计算机图形设计、机械设计、材料学、人机工程学等
基础知识，具备较强的文字、语言表达能力和创意思维能力。
2．具备产品设计与研究的基本能力，包括创新思维方法，市场调查研究，草图表达能力和计算机
辅助设计等。
3．具备职业图形设计师应有的计算机图形与交互设计能力，尤其是能够在计算机和互联网领域提
0

+5
(短)

出优质设计方案。
4．具有良好的英语语言能力，包括听、说、读、写、译。
5．具有优秀的口头、书面和电子沟通技能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10

6．充分理解自身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公民在其工作机构和社会中担任的角色，了解商业机构和个人
在社会中承担的道德责任，并理解可持续性发展及其内涵。

15.0

5.0 10.0

166.0

23.0 23.0 23.0 25.0 20.0 19.0 22.0 11.0

专业类别
机械类
所依托的主干学科
设计学  机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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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主干课程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Principles of Form and Design、Design
2~4、Design Methodology、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Design Production、Web Development、Design
History、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English for Professions、Visual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Design、
Cultural Perspectives for Design、Mobile Computing and Software Architecture、Introduction to the Web、User
Experience Design、Advanced Web Development、Applied Computing Tools 1、Mobile Computing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Communication Systems Design、User Centred Design、设计基础、设计思维表达、机械
设计基础、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产品系统设计、人机工程学以及教学计划中明确的其它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群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实践类别
课程模块
（课程设计 / 训练 / 实习等）

课程性质

Mobile Computing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4.0

2-4

7

课程设计

专业课

必修

Communication Systems Design

4.0

2-4

7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User Experience Design

4.0

2-4

7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User Centred Design

4.0

2-4

8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实习项目

5.0

实习

实践

必修

文献阅读、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10.0

课程设计

实践

必修

+5（短） 7（短）
+10

8

计划学制     四年         最低毕业学分    166    

Principles of Form and Design、Design 2~4、Design Methodology、Communication Systems Design、User
Centred Design、设计基础、设计思维表达、机械设计基础、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产品系统设计、人

授予学位

机工程学。

中方学位：工学学士
新方学位：设计学学士（界面设计专业）

实践教学环节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实践类别
课程模块
（课程设计 / 训练 / 实习等）

课程性质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4.0

2-4

1

课程设计

专业课

必修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4.0

2-4

2

课程设计

专业课

必修

设计基础（双语）

3.0

1-4

2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Principles of Form and Design

4.0

2-4

3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设计思维表达（双语）

3.0

1-4

3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Introduction to the Web

4.0

2-4

3

课程设计

专业课

必修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Design
Production

3.0

1-4

3

课程设计

专业课

必修

Design Methodology

3.0

2-2

4

课程设计

专业课

必修

Design 2

4.0

2-4

4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Web Development

4.0

2-4

4

课程设计

专业课

必修

Design History

3.0

2-2

4

课程设计

专业课

必修

机械设计基础（双语）

3.0

1-4

4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双语）

3.0

1-4

4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4.0

2-4

5

课程设计

专业课

必修

Applied Computing Tools 1

4.0

2-4

5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Visual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Design

4.0

2-4

5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产品系统设计（双语）

4.0

2-4

5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人机工程学（双语）

4.0

2-4

5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Design 4: Interactive Environments

4.0

2-4

5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Design 3: Aspects of Web Design

4.0

2-4

6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Cultural Perspectives for Design

4.0

2-4

6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Mobile Computing and Software
Architecture

4.0

2-4

6

课程设计

专业课

必修

Advanced Web Development

4.0

2-4

6

训练

专业课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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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型

工业设计（中新合作办学）专业指导性课程计划
课程
类型

基
础
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

英文课程名

3

4

5

6

4.0

考查

★●DSIGN142 Design 2

Design Methodology

3.0

考查

2-2

Design 2

4.0

考查

7

2-4

Web Development

4.0

考试

2-4

Design History

Design Methodology

★●COMPX222 Web Development

8

★●DSIGN151 Design History

109009
121009

体育

A11001

University English (I) University English (I)

A11003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I)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I)

7.0

考试 6-2

Data Structures and
★●COMPX201
Algorithms

101010

高等数学

Advanced Mathematics

4.0

考试 4-0

★●COMPX251

1090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A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 Contemporary China

2.0

考试

2-0

121010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1.0

考查

0-2

F09002

Introduction to College
大学生军事理论概论
Students’ Military Theory

1.0

考查

0-2

A11002

University English(II) University English (II)

4.0

考试

2-4

A11004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II)

A10001

思想政治理论与社会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nd Social Practice
实践

1.0

10900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Principles of Marxism

Physical Education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II)

126008

军训与国防教育

Military Training &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12101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A20001

Mao Zedong Thought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Theoretical System of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Socialism with Chinese
概论
Characteristics

3.0

考试 3-0

1.0

考查 0-2

4.0

考试 2-4

8.0

B11019

3.0

考查

1-4

B11018

机械设计基础（双语） Basic Mechanical Design

1-4

3.0

考查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4.0

考查

2-4

Applied Computing
Tools 1

Applied Computing Tools 1

4.0

考查

2-4

★●DSIGN242

Design 4: Interactive
Environments

Design 4: Interactive
Environments

4.0

考查

2-4

★●DSIGN243

Visual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Design

Visual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Design

4.0

考查

2-4

B11020

产品系统设计（双语） Product System Design

4.0

考查

2-4

B11021

人机工程学（双语） Ergonomics

2-4

4.0

考查

Design 3: Aspects of Web
Design

4.0

考查

2-4

Cultural Perspectives for
Design

4.0

考查

2-4

★●COMPX322

Advanced Web
Development

4.0

考查

2-4

★●COMPX318

Mobile Computing and Mobile Computing and th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ternet of Things

4.0

考查

2-4

★●DSIGN341

Communication
Systems Design

Communication Systems
Design

4.0

考查

2-4

★●COMPX324

User Experience
Design

User Experience Design

4.0

考试

2-4

User Centred Design

4.0

考查

1.0
1.0

考查

0-2
4-0

考试

考查

47.0

+1
√

√

√

√

20.0 16.0 5.0 4.0

√

√

0

0

√

+1

1.0 1.0

★●DSIGN342 User Centred Design

Advanced Web Development

Subtotal( 小计）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Object-oriented
★COMPX102
programming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4.0

考试

2-4

Design Basics

3.0

考查

1-4

Expression of Design
Thinking

2-2

2-4

1.0

设计思维表达（双语）

考查

考查

Current Trends & Policies

B11017

3.0

4.0

形势与政策

★●ENSLA100 English for Professions English for Professions

7

考试 2-4

实 践、 ★DSIGN350
论文
★DSIGN360

4.0

考查

2-4

3.0

考查

1-4

3.0

考查

2-2

3.0

考查

1-4

实习项目

104.0
Intern Project

文献阅读与毕业设计 Capstone Project

8

2-4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Computer Aided Industrial
Design
（双语）

Design 3: Aspects of
★●DSIGN241
Web Design

6

Mobile Computing and Mobile Computing and
Software Architecture Software Architecture

A26004

Introduction to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Design Communication Design
Production
Production

5

★●COMPX202

考查

★DSIGN125

4

3-0

+1
考查
(短)

1.0

Principles of Form and
Principles of Form and Design
★●DSIGN141
Design

3

Cultural Perspectives
for Design

Physical Fitness Measurement

设计基础（双语）

2

★●DSIGN252

体质测试

B11016

1

考查
考试

4.0

英文课程名

+1
(短)

3.0

4.0

专
业
课

8-0

考试

A26003

★COMPX101

158

2

★COMPX161 Introduction to the Web Introduction to the Web
★DSIGN171

按学期周学时分配
1

考核
方式

课程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Knowledge
基础

Subtotal( 小计）

专
业
课

学分

考核
方式

按学期周学时分配

学分

课程代码

2-4
4.0 7.0 17.0 20.0 24.0 16.0 12.0 4.0

5.0

考查

10.0

考查

+5
(短)
+10

Subtotal( 小计）

15.0

5.0 10.0

Total（总计）

166.0

24.0 23.0 22.0 24.0 24.0 16.0 18.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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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城市学院教务系统课程代码
与怀卡托大学课程代码对照表（2020 级）
金融学（中新合作办学）
序号

学期

城市学院教务系统
课程代码

怀卡托大学
课程代码

1

一

MTS166

MATHS166

Management Maths

2

二

ECO205

ECONS205

Data Analytics with Business Applications

3

三

MRK101

MRKTG101

Fundamentals of Successful Marketing

4

三

ENS100

ENSLA100

English for Professions

5

三

ACC101

ACCTN101

Accounting for Management

6

四

ECO101

ECONS101

Business Economics and the NZ Economy

7

四

STM101

STMGT101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8

四

LCO202

LCOMM202

Leadership and Facilitation

9

四

ACC102

ACCTN102

Introductory Financial Accounting

10

四

FIN101

FINAN101

Introduction to Finance

11

五

ECO200

ECONS200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Economy

12

五

FIN200

FINAN200

Financial Management 1

13

五

ECO303

ECONS303

Applie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14

五

FIN202

FINAN202

Investments 1

15

六

FIN305

FINAN305

Financial Management 2

16

六

FIN302

FINAN302

Investments 2

17

六

FNN306

FINAN306

Capit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8

六

ECO202

ECONS202

Microeconomics and Business Economics

课程名

19

七

MGS101

MGSYS101

Integrated Thinking - Digital Busines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0

七

FIN204

FINAN204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21

七

FIN303

FINAN303

Computer Modelling in Finance

22

七

FIN304

FINAN304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23

七

WSA396

WSAFE396

Management Internship

24

八

FIN399

FINAN399

Applied Project in Finance

160

会展经济与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序号

学期

城市学院教务系统
课程代码

怀卡托大学
课程代码

1

一

MTS166

MATHS166

Management Maths

2

二

ECO205

ECONS205

Data Analytics with Business Applications

3

三

ENS100

ENSLA100

English for Professions

4

三

DIN141

DSIGN141

Principles of Form and Design

5

四

CMX161

COMPX161

Introduction to the Web

6

四

MED100

MEDIA100

Understanding Visual Culture

7

四

MDA102

MEDIA102

Film Production 1: Telling Stories

8

四

ECO101

ECONS101

Business Economics and the NZ Economy

9

四

FIN101

FINAN101

Introduction to Finance

10

五

DSI243

DSIGN243

Visual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Design

11

五

CMX251

COMPX251

Applied Computing Tools 1

12

五

MDA202

MEDIA202

Film Production 2: Experimentation and Creativity

13

五

FIN200

FINAN200

Financial Management 1

14

六

DSI252

DSIGN252

Cultural Perspectives for Design

15

六

DSI241

DSIGN241

Design 3: Aspects of Web Design

16

六

STM101

STMGT101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17

六

MDA203

MEDIA203

Digital Arts and Cultures

18

六

FIN305

FINAN305

Financial Management 2

19

七

COM324

COMPX324

User Experience Design

20

七

MED305

MEDIA305

Interactive Media Design

21

七

MED301

MEDIA301

Anim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2

七

MED302

MEDIA302

Film Production 3: From Concept to Screen

23

七

DIN350

DSIGN350

Intern Project

24

八

CRE301

CREAT301

Creative Technologies and Creative Practice
Project (Graduation Thesis)

课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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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序号

学期

城市学院教务系统
课程代码

怀卡托大学
课程代码

课程名

1

一

CMX101

COMPX101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2

二

COM102

COMPX102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3

三

DIN141

DSIGN141

Principles of Form and Design

4

三

DSI125

DSIGN125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Design Production

5

三

ENS100

ENSLA100

English for Professions

6

三

CMX161

COMPX161

Introduction to the Web

7

四

DSI171

DSIGN171

Design Methodology

8

四

DSI142

DSIGN142

Design 2

9

四

CMX222

COMPX222

Web Development

10

四

DIN151

DSIGN151

A History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11

五

COM201

COMPX201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12

五

CMX251

COMPX251

Applied Computing Tools 1

13

五

DSI242

DSIGN242

Design 4: Interactive Environments

14

五

DSI243

DSIGN243

Visual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Design

15

六

DSI241

DSIGN241

Design 3: Aspects of Web Design

16

六

DSI252

DSIGN252

Cultural Perspectives for Design

17

六

COM202

COMPX202

Mobile Computing and Software Architecture

18

六

CMX322

COMPX322

Advanced Web Development

19

七

COM318

COMPX318

Mobile Computing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20

七

DIN341

DSIGN341

Communication Systems Design

21

七

COM324

COMPX324

User Experience Design

22

七

DSI350

DSIGN350

Intern Project

23

八

DIN342

DSIGN342

User Centred Design

24

八

DIN360

DSIGN360

Capston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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