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招生简章 

（2022 年） 

一、学校简介 

宁波市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目前位于宁波（鄞州）高教园

区学府路 5 号，2022 年 9 月，学校将整体搬迁至云龙镇甲汪东

路 1211 号，是宁波市教育局直属的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首批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学校创办于 1980 年，前

身为鄞县中等专业学校、鄞县技工学校；学校是全国职教先进单

位、首批全国教学诊改试点学校、首批浙江省中职课改基地学校、

首批浙江省中职名校、首批浙江省双高建设单位。 

 

学府路校区占地近 450 亩，建筑面积超 12 万平方米，云龙

新校区占地近 200 亩，建筑面积超 10 万平方米，在校班级近 90

个，学生近 3997 名。学校师资力量全市领先，358 名专职教师



中，有省特级教师 2 名，正高级教师 2 名，市级以上各类教学名

师 18 名，技能大师 1 名，专业教师中 98%为“双师型”教师。 

学校开设有装备制造、财经商贸、电子与信息、新闻传播等

大类 16 个专业，形成了与宁波市“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

高度匹配的专业体系。目前，学校拥有国示范重点建设专业 3 个

（数控技术应用、国际商务、动漫与游戏制作）、省品牌专业 1

个（数控技术应用）、省特色优势专业 1 个（电气设备运行与控

制）、省骨干专业 1 个（数控技术应用）、省示范专业 4 个（数

控技术应用、机电技术应用、电子技术应用、金融事务），市品

牌（重点）专业 6 个（会计事务、国际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

动漫与游戏制作、数控技术应用、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市紧

缺专业 3 个（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物联网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

技术应用）。专业中是省级示范、骨干（含特色、新兴）专业占

比达 37.5%。 

学校建有数控综合、机电一体化、电子装调、电气技术、3D

打印、零件测绘、无人机、工业机器人、财会综合、国际商务、

跨境电商、网络搭建、综合布线、三维动画、虚拟现实、影视剪

辑等 40 余个校内实训基地，其中，机电数控类实训基地为国家

级示范基地，能充分满足每一位学生对专业技能的学习需求。 

学校秉承“修身立业，知行合一”的办学理念，扎实践行“让



每一位学生实现美丽梦想”的办学主张；学校坚持立德树人为立

校之本，以服务社会为根本追求，以“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创新

能力的优秀工匠”为育人目标，把塑造“融智”教师，培育“融

会”学子，营造“融洽”校园，成就一所浑融大气、卓尔不群的

现代品质中职校作为新时期学校办学的价值追求。 

学校实施选择性课程改革，坚持就业升学并举，多途径促发

展；坚持以人为本，多平台促成长。学校多年在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中获金牌数名列全市前列，全省领先，连年荣获宁波市市

级以上技能大赛综合成绩第一名、宁波市市级以上技能大赛特殊

贡献奖；多年来参加职高类高考中本科上线数保持全省同类学校

前列。 

学校注重多元育人，促学生个性发展；学校是全国首批青少

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并创办有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校田径

队、足球队、篮球队等已获得省、市级比赛冠军 30 余次。学校

是宁波市创新创业协作会长学校，浙江省创新创业副理事长学校，

全国十佳创新名校。学校连续多次获评全国中职生“文明风采”

竞赛优秀组织奖。 

学校加强校企合作，以校企共育技能人才为新时代办学理念，

已初步形成第一年认知实习、第二年跟岗实习、第三年顶岗实习

的三段式现代学徒制试点。毕业生就业有优势，创业有条件，升



学有希望，发展有基础。近年来，毕业生“双证书”率 100%，

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 99%以上。 

学校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办学，与德国、丹麦、澳大利亚、加

拿大、韩国等都有合作项目，帮助中职生实现出国留学的梦想。 

二、招生计划 





 

三、专业介绍 

（一）装备制造大类 

1.数控技术应用【国示范重

点建设专业】【省骨干专业】【省

示范专业】【省品牌专业】【市

品牌专业】【省双高建设专业】

660103 

 



核心课程：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机械 CAD 与测绘、电工电子技术、零

件测量与质量控制技术、钳工技术、普通机床加工技术、数控机

床加工技术、数控机床结构与维护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现代先进制造业，从事数控设备的操作与编程、产

品质量检验、数控设备的管理、维护、营销及机械产品设计与开

发等工作。 

升学方向： 

参加浙江省普通高校单独考试（机械类），升入本科或高职

院校。 

 

2.增材制造技术应用（原三维

设计与智造技术）【产业新兴专业】

【市紧缺专业】660107 

核心课程：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机械 CAD 与测绘、3D 扫描与逆向工

程、增材制造技术、钳工技术、零件测量与质量控制技术、产品

设计建模与渲染、工业产品设计实训、3D 打印综合实训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现代先进制造业和 3D 打印服务业等，从事 3D 工业

产品设计、逆向三维建模、3D 打印设备操作、设备维护及管理

等工作。 

升学方向： 

参加浙江省普通高校单独考试（机械类），升入本科或高职

院校。 

 

3.机电技术应用【省示范专

业】660301 

核心课程：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电工基

础、机械 CAD 与测绘、电工电子技术、钳工技术、零件测量与质

量控制技术、PLC 控制技术、液压气压传动、机电设备安装与调

试、维修电工技术、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技术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现代先进制造业，从事自动化设备和生产线的安装、

运行调试、维护及营销等工作。 

升学方向： 

（1）入读职普班，经选拔进入五乡中学，再参加浙江省普



通高校招生考试升入本科或高职院校； 

（2）参加浙江省普通高校单独考试（机械类），升入本科

或高职院校。 

 

4.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省

特色优势专业】【市重点发展专

业】【省双高建设专业】660302 

核心课程：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电工技能、PLC 控制技术、传感器技术、

电机与变压器、电气控制线路安装与检修、机床电气控制与排故、

工厂供电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制造业以及各相关行业，从事电气控制系统运行与

维护、电气设备安装与维修、电气设备制造与销售、供电线路的

维护保养和检测检修等工作。 

升学方向： 

（1）入读职普班，经选拔进入宁波四中，再参加浙江省普

通高校招生考试升入本科或高职院校； 

（2）参加浙江省普通高校单独考试（电子电工类），升入

本科或高职院校。 



 

5.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产业

新兴专业】【市紧缺专业】660303 

核心课程： 

机械识图与电气 CAD、电工技

术基础、电气控制与 PLC、电力拖动、工业机器人仿真实训、工

业机器人编程技术、工业机器人工作站实训等。 

就业方向： 

可在使用工业机器人的企事业单位，从事工业机器人工作站

安装与调试、工业机器人编程、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维护、机器人

工作站运行维护与管理、工业机器人营销及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工

作。 

升学方向： 

通过选拔，升入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就读工业机器人

技术专业。 

 

6.无人机操控及维护【产业

新兴专业】【市紧缺专业】660601 

核心课程： 

机械常识与识图、CAD/CAM、



电工基础、电子技术、电气控制与 PLC、无人机系统组成、无人

机操控飞行、无人机原理与构造、无人机机载设备应用、无人机

故障诊断与排除、航拍技术、航空摄影测量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有无人机应用的企事业单位，从事无人机安装与调

试、无人机拍摄及工程巡检，地质勘测、土地测绘，无人机地面

站操控管理、无人机维修维护等工作。 

升学方向： 

通过选拔，升入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就读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 

 

（二）财经商贸大类 

1.金融事务【省示范专业】730201 

核心课程： 

基础会计、企业财务会计、会

计基本技能、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

道德、会计电算化、会计实训、金

融基础、证券基础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系统基层分支机构，从

事前台引领、金融产品推销、理财经理、保险推销员等工作。 



升学方向： 

（1）入读职普班，经选拔进入李惠利中学，再参加浙江省

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升入本科或高职院校； 

（2）参加浙江省普通高校单独考试（财会类），升入本科

或高职院校。 

 

2.会计事务【市品牌专业】730301 

核心课程： 

基础会计、企业财务会计、企

业财务管理、会计基本技能、财经

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电算化、

会计实训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各类中小型企事业单位，从事会计、出纳、统计、

仓管、办公室文员、银行和证券等金融机构柜员及理财业务员等

工作。 

升学方向： 

参加浙江省普通高校单独考试（财会类），升入本科或高职

院校。 

 



3.国际商务【国示范重点建设专业】【市品牌专业】730501 

核心课程： 

进出口贸易实务、外贸函电、

外贸单证、国际货运代理、外贸跟

单、跨境电商、国际贸易、国际汇

兑与结算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各类涉外企事业单位，从事外贸单证操作、国际货

运代理、外贸业务、外贸跟单、外贸报检、跨境电商及其它涉外

商贸服务等工作。 

升学方向： 

参加浙江省普通高校单独考试（外贸类），升入本科或高职

院校。 

 

4.电子商务【产业新兴专业】730701 

核心课程： 

市场营销方向为市场调研、商

品管理、商品销售、客户拓展与维

护、营销策划与执行；电子商务方

向为商品仓储物流、网络营销、商品拍摄与图片处理、客户服务、



网店开设、网页设计与制作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各类涉及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事业单位，从事国内电

子商务与跨境电子商务的调研策划、商品销售、客户服务、技术

支持、运营管理等工作。 

升学方向： 

参加浙江省普通高校单独考试（商业类），升入本科或高职

院校。 

 

5.跨境电子商务【产业新兴专业】730702 

核心课程： 

国际贸易基础知识、进出口贸

易实务、跨境电商基础、跨境电商

实务、跨境电商英语、跨境电商函

电、跨境电商运营、跨境电商物流、商品拍摄与图片处理、网站

内容编辑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出口外贸的企事业单位，从事客服类、销售类、技

术类、运营类、跨境物流等方面的工作。 

 



升学方向： 

通过选拔，升入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就读跨境电子商务专

业。 

 

（三）电子与信息大类 

1.物联网技术应用【产业新兴专业】【市紧缺专业】710102 

核心课程： 

电工基础、电子技术基础、网

络技术基础、传感网组建技术、

Python 程序设计基础、SQL 数据库、

采集与识别技术、物联网设备安装

与调试、电子线路安装与调试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地区物联网产业链工作岗位，从事技术服务营销员、

网络管理技术员、网络工程技术员、物联网系统操作维护员、物

联网系统安装员、简单程序设计员等工作。 

升学方向： 

通过选拔，升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就读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2.电子技术应用【省示范专业】710103 

核心课程：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电子仪表

与测量、电子线路设计与工艺、PCB

设计与制作、自动检测技术、单片

机应用技术、电子线路安装与调试

等。 

就业方向： 

主要在电子及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数控设备或仪表、家电

控制系统、照明设备、智能玩具、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网络通信

设备、办公设备、医疗仪器、环境监控等产品的生产检测、维修、

调试、生产管理和销售工作。 

升学方向： 

参加浙江省普通高校单独考试（电子电工类），升入本科或

高职院校。 

 

3.计算机网络技术【市特色优势

专业】【全国首批 1+X 证书试点专业】

710202 

核心课程： 



编程语言、网络技术基础、网络操作系统、网络设备安装与

调试、常用工具软件、网页设计与制作、数据库应用基础、Web

前端开发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网络建设与管理领域第一线，从

事网络规划设计、组建、运行管理与维护，网络应用开发、网页

网站测试、设计开发等工作。  

升学方向： 

参加浙江省普通高校单独考试（计算机类），升入本科或高

职院校。 

 

4.数字媒体技术应用（虚拟现实应用技术）【市紧缺专业】

710204 

核心课程： 

编程语言、摄影摄像基础、美

术基础、图形图像处理、数字视音

频编辑与合成、数字影音特效、文案策划、数字媒体产品开发、

二维动画、三维动画制作等。 

就业方向： 

面向数字媒体技术应用领域，从事多媒体作品制作、数码影



像处理、摄影摄像、数字音视频制作、电子出版物编辑、视音频

设备销售服务等工作。可在虚拟现实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三维

模型和动画制作、虚拟现实系统管理、虚拟现实产品制作、3D

全景拍摄等工作。 

升学方向： 

（1）入读职普班，经选拔进入五乡中学，再参加浙江省普

通高校招生考试升入本科或高职院校； 

（2）参加浙江省普通高校单独考试（计算机类），升入本

科或高职院校； 

（3）中高职一体化班级，通过选拔，升入浙江安防职业技

术学院就读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专业。 

 

（四）新闻传播大类 

1.动漫与游戏制作【国示范重点建设专业】【市重点发展专

业】760204 

核心课程： 

色彩基础、素描基础、静物

写生、风景写生、石膏像写生、

速写、色彩构成、图像处理、Flash

动画制作、常用动漫设计软件、三维动画、动画实训、数字音视



频编辑、运动规律。 

就业方向： 

面向动漫游戏、动画制作行业各类企业，从事动漫制作、广

告制作、网页制作、游戏动画制作、美术卡通形象设计等工作。 

升学方向： 

参加浙江省普通高校单独考试（工艺美术类），升入本科或

高职院校。 

四、收费情况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备注 

学费 公办免学费 

中高职一体化专业，前三年

免学费，后两年按高职院校

的收费标准收取 

代办费 500 元/生/学期 学生书本费，多退少补 

住宿费 350 元/生/学期 寝室均配备空调 

其他费用 无  

学期费用小计 850 元/生/学期  

 

 

 



五、其他 

联系我们：0574-28882539、0574-88121015、0574-88121012 

学校地址：宁波市鄞州高教园区学府路 5 号 

宁波市鄞州云龙镇甲汪东路 1211 号 

学校网址：http://www.nbyzzj.cn 

交通方式： 

学府路校区：地铁 3 号、4 号线或公交 33、115、132、138、    

            166、183、363、368、369、635、669路直达； 

云龙校区：公交 111、126、179、692 路直达。 

 

 

关注我们： 

 

 

 

 

官网             云游校园           官微 

 

http://www.nbzjz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