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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 

 
浙师校办〔2020〕2 号 

  

 

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关于公布浙江师范大学 

2019—2020学年初各项统计数字的通知 

 

各学院： 

我校 2019—2020 学年初高等教育基层统计报表已经省教育

厅审核通过。现将报表各项统计数字予以公布。 

 

 

 

                   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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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2019—2020学年初各项统计数字 
 
 
一、学院与专业 

（一）学院 

初阳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中非国际商学院 

法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       人文学院 

外国语学院              音乐学院 

美术学院                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工学院                    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二）专业设置及学位点 

1．本科专业 

师范类： 

地理科学                 机电技术教育 

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              特殊教育 

学前教育                  化学 

科学教育                  生物科学 

教育技术学                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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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学                财务会计教育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美术学                    汉语言文学 

历史学                    人文教育 

数学与应用数学            体育教育 

英语                       物理学 

舞蹈学                     音乐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师范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 

法学                       行政管理 

社会工作                   工业设计 

机器人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交通运输                   汉语言 

动画                       生物技术 

应用化学                   财务管理 

电子商务                   工商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会计学 

金融学                    旅游管理 

市场营销                  产品设计 

环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城乡规划                  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                   信息与计算科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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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                        翻译 

日语                        广告学 

数字媒体艺术               数字媒体技术 

文化产业管理               戏剧影视文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通信工程 

材料物理                  音乐表演 

2．专科专业 

学前教育 

3．博士点 

一级学科博士点： 

教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数学                      心理学 

中国史                    物理学 

化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学位博士点： 

教育博士 

4．硕士点 

一级学科硕士点： 

应用经济学               法学 

政治学                   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学 

心理学                    体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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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                     世界史 

数学                       物理学 

化学                       地理学 

生物学                     生态学 

机械工程                   光学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                   音乐与舞蹈学 

戏剧与影视学               美术学 

5．专业学位硕士点 

法律硕士（JM）             社会工作硕士（MSW） 

教育硕士（Ed.M）            体育硕士（MSPE）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MTCSOL） 应用心理硕士（MAP） 

翻译硕士（MTI）              电子信息 

资源与管理                    工商管理硕士（MBA） 

公共管理硕士（MPA）         旅游管理硕士 

艺术硕士（MFA） 

二、创新团队 

（一）教育部创新团队 

先进催化材料 

（二）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 

1．科技创新类 

新型固态光电器件与技术科技创新团队 

2．文化创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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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与浙江发展模式研究团队 

中非文化交流战略与政策研究团队 

浙江省地方文化资源创新性利用研究团队 

（三）浙江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 

数学                        非洲研究 

先进催化材料                智能信息处理 

植物分子生物学              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 

教师教育研究                高等教育学 

离散空间上的几何与分析 

新型高效纳米荧光探针的肿瘤诊疗研发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交叉融合 

“智能时代”儿童认知发展与健康研究 

儿童文学 

三、学科 

（一）省重点高校建设优势特色学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学 

心理学                       中国语言文学 

数学 

（二）省一流学科 

A 类 

化学             教育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软件工程 

生物学         数学 

物理学         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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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         中国史 

中国语言文学 

B 类 

社会学         体育学 

外国语言文学       美术学 

音乐与舞蹈学       应用经济学 

地理学 

四、平台 

（一）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教育学               中国语言文学 

心理学               数学 

物理学               化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二）省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 

非洲研究与中非合作协同创新中心 

卓越教师培养协同创新中心 

浙学传承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技术及装备研发协同创新中心 

（三）教学实验室 

1．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信息传播实验教学中心         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 

教师教育实训中心            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心 

2．“十二五”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重点建设项目 

信息传播实验教学中心        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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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实训中心            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心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 

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3．“十三五”省级重点建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计算机科学实验教学中心      智能制造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儿童发展与教育康复实验教学中心 

4．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教师教育实训中心 

学前教育实验教学中心    体育运动实验教学中心 

物理教育实验教学中心    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 

计算机科学实验教学中心   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心     资源分析与规划实验教学中心 

环境科学实验教学中心    车辆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5．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跨境电子商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光电信息技术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生物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化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轨道交通运行控制及装备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四）科研实验室 

1．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先进催化材料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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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级重点实验室 

浙江省固体表面反应化学重点实验室 

浙江省光信息检测与显示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浙江省特色经济植物生物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浙江省固态光电器件重点实验室 

浙江省野生动物生物技术与保护利用重点实验室 

浙江省城市轨道交通智能运维技术与装备重点实验室 

3．省工程实验室 

含氟专用化学品绿色合成与应用浙江省工程实验室 

高端光电科学仪器及诊疗应用浙江省工程实验室 

（五）研究基地 

1．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A 类） 

儿童文化研究中心 

2．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含氟新材料浙江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六）省级智库 

1．省新型高校智库 

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2．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3．省重点培育智库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七）其他省级科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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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江南村落研究基地 

体育文化研究基地      基础教育研究基地 

中国南非人文交流研究中心 

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执行单位 

外交部中非智库 10+10 合作伙伴计划执行单位 

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    

教育部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执行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社科普及基地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阅读与推广社科普及基地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博物馆社科普及基地 

中国华侨华人（浙师大）研究中心 

五、全日制在校学生数 

1．在学研究生 5706 人。其中全日制在学博士研究生 181 人，全

日制在学硕士研究生 4582 人（含学术型 2613 人，专业学位型

1969 人），非全日制在学硕士研究生 923 人（含学术型 0 人，

专业学位型 923 人）。非全日制在学博士 20 人（含学术型 0 人，

专业学位型 20 人）。 

2．在校本专科学生 19098 人（其中女生 13915 人，占 72.86%） 

本科生 18084 人              专科生 1014 人 

2015 级 51 人                 2016 级 4349 人 

2017 级 4264 人               2018 级 5234 人 

2019 级 5200 人 

初阳学院 150 人 

经济与管理学院、中非国际商学院 155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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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学院 710 人 

马克思主义学院 430 人 

教师教育学院 1023 人 

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2276 人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 677 人 

人文学院 1441 人 

外国语学院 1117 人 

音乐学院 719 人 

美术学院 889 人 

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811 人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1783 人 

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1130 人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1370 人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890 人 

工学院 1404 人 

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288 人 

3．联合培养在校本科生                   488 人 

4．长短期留学生                          3634 人 

六、成人高等教育 

（一）函授 

1．专业 

（1）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与贸易（实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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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 

科学教育                     法学 

教育学                       学前教育 

汉语言文学（文秘）           汉语言文学 

体育教育                     数学与应用数学  

交通运输                     物理学（理科综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文化产业管理 

会计学                       应用化学 

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工商管理 

环境科学                     行政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市场营销 

化学（理科综合方向）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导游方向）         小学教育 

电子商务 

（2）高中起点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汉语言文学 

法学                         工商管理 

行政管理                     会计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教育学 

（3）高中起点专科 

经济管理                     法律事务 

学前教育                     会计 

城市交通运输                 体育教育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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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计算机教育 

工商企业管理                 铁道机车车辆 

市场营销                     旅游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电子商务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计算机网络技术               社会工作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2．本、专科函授生 11308 人 

（二）业余（含夜大） 

1．专业 

（1）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学前教育 

英语                         英语（商务英语） 

日语                         艺术设计 

音乐学                       美术学 

会计学                       工商管理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小学教育  

行政管理 

（2）高中起点专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会计 

学前教育                     工商企业管理 

应用英语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子商务                     艺术教育（文化艺术教育） 

行政管理                     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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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育                     英语教育 

音乐教育                     初等教育 

市场营销                     动漫设计与制作 

计算机网络技术               城市交通运输 

体育教育                     计算机信息管理 

城镇规划                     汽车运用技术 

2．业余（含夜大）生 1450 人 

七、教职工情况 

1．全校在职教职工总数 2755 人（其中女教职工 1206 人， 

占 43.77%） 

（1） 专任教师 1974 人 

 正高级 379 人 

 副高级 656 人 

 中  级 

初  级 

854 人 

57 人 

 助  教（含未定职称） 28 人 

（2） 教辅人员 367 人 

（3） 行政人员 315 人 

（4） 工勤人员 25 人 

（5） 校办企业职工 74 人 

（6） 其他附设机构 0 人 

2．离退休人员总数           1204 人 

（1） 离  休 30 人 

（2） 退  休 117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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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财务情况 

年  度 

收  入（万元） 
上年财政专项

结余（万元） 

支  出 

（万元） 

结  余 

（万元） 合  计 
其中：财政 

补助收入 

2019 年 212473.632 123793.55 20211.06 198157.2736 34527.42 

九、基建情况 

年  度 
基本建设 

投资费（万元） 

其  中： 

预算内资金（万元） 预算外资金（万元） 

2019 年 1483.6587 0.00 1483.6587 

十、科研成果 

年  度 
出版学术专著（部） 发表论文（篇）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在国内学术刊物 在国外学术刊物 

2019 年 178 7 1237 630 

十一、其它办学条件 

1．占地面积         2772.23 亩 

2．图书资料         337.6116 万册 

3．学校固定资产        279550 万元 

其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   75390.3 万元 

4．校舍面积         95.348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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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研究机构统计时间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在校本专科学生数、研究生数、成教学生数、联合培养在校本

科生数等统计时间截至 2019 年 9 月底；长短期留学生数统计

时间为年度，即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3．教职工情况、其它办学条件等统计时间截至 2019 年 9 月底； 

4．财务情况、基建情况、科研成果等统计时间为年度，即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5．学生数情况、教职工情况、财务情况、基建情况、科研成果、

其它办学条件等数据不包含行知学院的数据。 

 

 

 

 

 

 

 抄送：行知学院。 

 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