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五年制合作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合作中职学校名称 合作类型 合作专业 中职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 所属分院

1 嘉兴市建筑工业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建筑装饰技术 45

船舶与建筑分院

2 临海市海商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古建筑修缮 45

3 舟山航海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施工 40

4 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施工 45

5 仙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工程造价 城镇建设 45

小计 220

6 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 中高职一体化 机电一体化技术 数控技术应用 40

机电与交通分院

7 杭州市第四机械技工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机电一体化技术 数控加工 50

8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数控技术应用 45

9 浙江省松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数控技术应用 45

10 义乌市城镇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40

11 临海市高级职业中学 中高职一体化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 50

12 杭州市第四机械技工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电气自动化技术 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 50

13 瑞安市永久机电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模具设计与制造 机电技术应用 50

14 湖州交通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45

15 嘉兴市交通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45

16 浙江省诸暨市职业教育中心 中高职一体化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50

17 绍兴财经旅游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50

18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45

19 台州市椒江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45

20 浙江省诸暨市职业教育中心 中高职一体化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50

21 绍兴市柯桥区职业教育中心 中高职一体化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40

22 嘉兴市秀水中等专业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45

小计 785

23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大数据与会计 休闲农业生产与经营 48

经济与管理分院

24 浙江省松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大数据与会计 会计事务 45

25 瑞安市永久机电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大数据与会计 会计事务 50

26 绍兴财经旅游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大数据与会计 会计事务 50

27 台州市黄岩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大数据与会计 会计事务 45

28 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大数据与会计 会计事务 45

29 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工商企业管理 商务助理 45

30 嘉兴市建筑工业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工商企业管理 房地产营销 45

31 桐乡技师学院 中高职一体化 金融科技应用 金融事务 40

32 湖州交通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国际经济与贸易 农产品营销与储运 45

33 浙江科技工程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商务 50

小计 508

34 嘉兴市建筑工业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设计与制作 45

设计与信息分院

35 金华市婺城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视觉传达设计 计算机平面设计 40

36 义乌市城镇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视觉传达设计 计算机平面设计 45

37 乐清市总工会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视觉传达设计 计算机平面设计 50

38 乐清市总工会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数字媒体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50

39 临海市海商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数字媒体技术 计算机平面设计 45

40 天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数字媒体技术 计算机应用 45

41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产品艺术设计 家具设计与制作 48

42 义乌市城镇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工业设计 机电技术应用 40

43 杭州市第四机械技工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工业互联网与大数据应用 50

44 天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计算机应用 45

45 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移动商务 电子商务 45

小计 548

46 台州市黄岩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 45

国际教育分院

47 嘉兴市秀水中等专业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母婴照护（育婴师） 50

48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48

49
浙江省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中高职一体化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幼儿保育 50

50 舟山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幼儿保育 40

51 温州市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中高职一体化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幼儿保育 45

52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 中高职一体化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幼儿保育 40

53 温州市洞头区职业技术中学 中高职一体化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幼儿保育 45

小计 363

总计 31所 21个 2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