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研究生新生指南

ZHEJIANG
UNIVERSITY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

地址 : 杭州市浙大路 38 号

邮编 : 310027

2013 年 6 月



2013 年
研究生新生指南

ZHEJIANG
UNIVERSITY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

地址 : 杭州市浙大路 38 号

邮编 : 310027

2013 年 6 月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简介

渊源
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成立于 1897 年，是中国人自己最早

创办的新式高等学府之一。浙江大学 1927 年酝酿开展研究生教

育，迄今已有 80 余年的历史。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创建于 1984

年 12 月，是国务院首批批准试办的研究生院之一。1995 年 2 月，

原国家教委组织全国 33 所试办的研究生院进行评估，浙江大学

等十所研究生院受到表彰，并正式挂牌。

基本情况（截止 2012 年数据）

作为全国重要的研究生培养基地，浙江大学研究生院依托

学校雄厚的办学实力，为研究生的培养创造了良好的学科环境

和师资条件。浙江大学是目前国内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大

学之一，覆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

艺术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十二个学科门类。

学校设有 7 个学部，37 个学院（系）。

1. 在校生数

2. 学位授权点

学位授权点 数量

硕士学位授权点 329

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25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58

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67

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4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47

3. 重点学科与科研机构一览

项        目 数量

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14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21

国家重点实验室 10

国家专业实验室 4

国家工程实验室 1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

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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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校高层次人才

高层次人才 在校人数

中国科学院院士 13

中国工程院院士 13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52

“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 29

“长江计划”特聘（讲座）教授 89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93

浙江省特级专家 34

求是特聘教授 105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72

教育部高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10

5. 优博论文数量（累计）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48 篇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 93 篇

6. 发表论文数（中信所 2011 年底公布的统计数据）

    

研究生院办公地点、联系电话及工作职责

常务副院长：严建华 ( 电话 :87952738，教 11-256 室 )

副   院   长：王家平 ( 电话 :87953376，教 11-252 室 )

地点：玉泉校区第 11 教学楼 办公电话
工作职责 

（面向学生）

研究生院办公室 1           （232） 87951395
研究生院用印管理，传
真收发。

研究生院办公室 2           （238） 87952575
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
统技术支持。

学科、学位处长办公室 （252） 87953376 负责研究生学科、学位
相关工作学科、学位副处长办公室（249） 87951682

学科建设办公室             （218） 87951543 1. 受理博士、硕士学位
申请及相关手续办理。
2.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
选。3、研究生指导教
师增列及管理。

学位管理办公室             （218） 87953135

专业学位办公室             （246） 87951452

1.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
位 ( 专业学位 ) 招收及
管理。2. 以研究生同等
学力申请学位。

培养处处长办公室（244） 87953683 负责研究生培养相关工
作培养处副处长办公室（220） 87951450

教学综合办公室             （216） 87951396

1. 全部研究生日常教学
教务管理与成绩管理。
2. 研究生课程建设和管
理。3. 研究生培养方案
修订和培养环节管理。

质量评价办公室             （214） 87951136
1. 教育创新工程与优秀
教育成果项目组织申报。

公派出国办公室             （212） 87951124

1. 研究生公派出国、出
境学术交流、联合培养
等。2. 出国成绩办理。
3.包玉刚留学人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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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玉泉校区第 11 教学楼 办公电话
工作职责 

（面向学生）

研工部 ( 管理处 ) 部长办公室
（218A）

87951868

负责研究生管理相关工
作研工部副部长办公室（223） 87952028

研工部副部长办公室（225） 87953918

学籍管理办公室             （222） 87951446

1. 研究生学籍管理（新
生入学、学籍异动、毕
业环节）2. 研究生岗助、
“三助”管理。3. 研究
生课程进修班管理。

事务管理办公室             （221）
87951447

87952564

1. 研究生社团指导。
2. 研究生社会实践（挂职
锻炼，短期对外交流等）。
3. 研究生奖励（奖学金）
与惩处（违纪处分）工作。
4. 研究生贷款、助学金、
困难补助管理等。

思想教育办公室             （219） 87951272

1. 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
治工作。2. 研究生心理
健康教育。3. 研究生新
生始业教育。

招生处处长办公室（250） 87953908 负责研究生招生相关工
作招生处副处长办公室（226） 87952381

招生办公室 1（230） 87952063 1. 研究生招生信息发
布。2. 研究生招生考务
及录取。3. 港、澳、台
研究生招生。

招生办公室 2（228） 87951349

招生办公室 3（231） 87951349

紫金港校区

地点：纳米大楼一楼 办公电话 工作职责

行政服务办事大厅 88981071

各类学籍证明、开具成绩
单、办理英语免修、研究
生招生政策咨询等研究生
相关事项均可办理

网址：http://bsdt.zju.edu.cn/

学院（系）研究生科地点
（新生报到和老生注册）及联系电话

校区 学院（系） 楼、室
研究生科

电话

玉泉校区
浙大路 38 号

310027

经济学院 外经贸大楼 308 室 87951474

数学系 逸夫工商楼 331 室 87953834

物理系 教 12-4152 室 87953259

化学系 教 8-501 室 87951352

地科系 教 6-217 室 87951336

电气学院 教 2-410 室 87951691

生仪学院 生仪大楼 211 室 87951585

计算机学院 曹光彪楼 217 室 87952168

航空航天学院 教 5-211 室 87952899

机械系 教 11-446 室 87951931

材料系 曹光彪大楼 319 室 87952876

能源系 李达三能源楼 223 室 87952340

化工系 教 10-5105 室 87951502

高分子系 高分子大楼附楼一楼 87951592

光电系 教 3-320 室 87951869

信电系 行政楼 201 室 87951572

控制系 控制系老楼 213 室 87951921

国际教育学院 31 舍 229 室 87953101

西溪校区
天目山

路 148 号
310028

教育学院 田家炳书院 226 室 88273714

人文学院 行政楼 211 室 88273526

心理系 西 5（心理楼）209 室 88273337

传媒学院 教学主楼 459 室 87953990

思政部 教学主楼 1017 室 88273165

华家池校区
秋涛路
268 号
310029

医学部
( 临床专业 )

茶学楼一楼
医学院办公室

8820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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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 学院（系） 楼、室
研究生科

电话

紫金港校区
余杭塘

路 866 号
310058

生工食品学院 农生环大楼 D-429 室 88982192

环资学院 农生环大楼 B-111 室 88982448

农生学院 农生环大楼 A-224 室 88982937

动科学院 农生环大楼 E-253 室 88982326

外语学院 东 5 楼 301 室 88206251

建工学院 安中大楼 B-333 室 88208680

生科学院 生科院大楼 131 室 88206488

医学部 ( 基础、预
防、护理 )

医学院综合楼 405 室 88208122

药学院 药学院大楼 241 室 88208418

管理学院
( 硕、博士生 )

图书信息 C 楼 307 室 88206117

管理学院
(MBA 研究生 )

图书信息 C 楼 303B 室 88206813

公管学院 蒙民伟楼 363-1, 2 88206943

海洋系 海洋大楼 321 室 88208889

之江校区
之江路
51 号

310008

光华法学院 4 号楼 201 室 86592723

宁波校区
江南路
1689 号
315103

软件学院 教学行政楼 E308 室
0574 －
27830777

学校信息系统简介

一、浙江大学研究生新生服务网主页——
       http://grs.zju.edu.cn/yjsyx/login.jsp

研究生新生服务网主页，新生入学前必须登陆该系统了解各项入

学前事务办理项目，包括银行卡、校园卡、保险、户口迁移以及住宿

等相关事项。学生按照步骤进行操作，并在完成学术规范、心理以及

安全三项测试之后打印报到单，按照迎新系统通知办理报到。

二、研究生院主页及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简介——
        http://grs.zju.edu.cn/index.jsf

1．研究生院主页。http://grs.zju.edu.cn/index.jsf。研究生院的门户

网站，设有研究生院简介、导师及学科介绍、奖学金及各类资助、招

生信息、培养过程及管理、学位申请及课程综合服务。主页上的最新

消息和文件栏目是研究生院发布通知公告的主要途径，通过相应模块

或网站地图均可以进入查看研究生培养各环节的有关文件、通知、数

据统计、服务指南等，下载所需的相关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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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 江 大 学 研 究 生 教 育 管 理 信 息 系 统。http://grs.zju.edu.cn/

grsinfo.html。点击输入用户名（用学号）与密码（初始值为身份证后

6 位或学号，请登陆后尽快修改），即可以进行查看通知，查询或修

改个人基本信息，开课课程查询，专业培养方案查询，个人学习计划

制定查看，网上选课，考试安排查询，成绩查询，读书报告、科研成

果录入，学位申请，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奖学金等操作。

密码遗忘或不正确可以联系所属学院（系）研究生科进行重置。

功能操作咨询或改进建议请联系对应的业务部门。

三、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主页 ——
        http://ygb.zju.edu.cn（内网链接）

党委研工部主页。http://ygb.zju.edu.cn。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与研究

生管理处合署办公，在学校党委领导下负责全校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

作。

关于研究生日常思想教育和管理、研究生党建工作、研究生思政

队伍建设、研究生奖惩工作、研究生会和博士生会等群众组织与社团

的指导工作、以挂职锻炼为主的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等通知和文件，

请登录研工部主页查询。

四、校内网络资源重点推荐

浙江大学主页
	 http://www.zju.edu.cn（浙江大学门户网站）

浙江大学办公网
	 http://zupo.zju.edu.cn（校内各单位通知发布主要渠道）

行政服务办事大厅
																	http://bsdt.zju.edu.cn/zftal-web/web/index_index.html

浙江大学邮件系统 http://zjuem.zju.edu.cn

浙大校内邮件系统 http://gstu.zju.edu.cn

浙大计财处综合信息门户 http://cwcx.zju.edu.cn（学生各类津贴发放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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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文件提示

http://grs.zju.edu.cn/news.jsf?cid=250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

浙江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

浙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2009 年 12 月修订）

http://grs.zju.edu.cn/knowledge.jsf?cid=186

浙江大学研究生英语教学的有关规定

浙江大学关于制订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基本要求　

浙江大学关于制订直接攻博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基本要求

浙江大学关于制订两年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基本要求

http://grs.zju.edu.cn/knowledge.jsf?cid=190

浙江大学关于研究生公派出国管理的暂行办法

http://grs.zju.edu.cn/knowledge.jsf?cid=192 

浙江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编写规则

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办法

浙江大学研究生提前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的规定 (2009 年 6 月修订 )

关于做好研究生学位论文修改定稿、提交及学位申请材料归档工作的通知

http://grs.zju.edu.cn/zjugrs/news.jsf?cid=194 

关于进一步规范学术论文 ( 著作 ) 发表的通知

浙江大学人文学科类研究生学术规范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类研究生学术规范

ZHEJIANG UNIVERSITY

校车时间查询   http://hqglb.zju.edu.cn（校车时间查询）

学校电话查询网址 http://zjutel.zju.edu.cn/ （学校电话查询）

学生公寓网   http://dorm.zjxinyu.com( 学生公寓自助服务 )

网络信息中心主页  http://networking.zju.edu.cn

数字图书馆主页   http://libweb.zju.edu.cn

饮食服务公司网   http://zdys.zju.edu.cn

浙大财务处主页  http://cw.zju.edu.cn

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 http://www.career.zju.edu.cn/default.html

浙大新闻网  http://www.news.zju.edu.cn/index.php

飘渺水云间论坛   http://www.zju88.org/agent/index.do

CC98 论坛   http://www.cc98.org/

网络多媒体中心   http://media.zju.edu.cn

文化素质网  http://www.culture.zju.edu.cn

求是潮网   http://www.qsc.zju.edu.cn

缘网软件 ( 商城 )   http://luckweb.057101.com/

研究生群众组织与社团推介（内网链接）

名    称     

浙江大学博士生会     http://10.202.73.40/zjudu/

浙江大学研究生会          http://10.202.73.40/guweb/

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创业中心 http://10.202.73.40/yanchuang/

浙江大学未来企业家俱乐部 http://10.202.73.40/fec/

浙江大学研究生新闻媒体中心 http://10.202.73.40/gnmc/

浙江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发展中心 

浙江大学研究生求是学社  

浙江大学研究生调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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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理学类研究生学术规范

浙江大学工学类研究生学术规范

浙江大学农学类研究生学术规范

浙江大学医学、药学类研究生学术规范

http://grs.zju.edu.cn/knowledge.jsf?cid=172

浙江大学优秀研究生评选和奖励办法

浙江大学研究生优秀奖学金评定办法

浙江大学研究生荣誉称号评定办法

http://grs.zju.edu.cn/knowledge.jsf?cid=174 

浙江大学研究生困难补助实施办法（修订稿）

http://grs.zju.edu.cn/knowledge.jsf?cid=175

浙江大学关于“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资助条例

有关研究生事务服务指南提示

http://grs.zju.edu.cn/zjugrs/knowledge.jsf?cid=187

研究生学籍管理事务指南

http://grs.zju.edu.cn/zjugrs/knowledge.jsf?cid=186

研究生网上选课指南（登录管理系统后进入“我的网上选课”）

研究生网上制定个人学习计划指南（登录管理系统后进入“我的个人

学习计划”）

研究生网上制定个人学习计划须知

http://grs.zju.edu.cn/knowledge.jsf?cid=190

浙江大学研究生因公出国或赴港澳台申请手续办理流程

http://grs.zju.edu.cn/intro.jsf?cid=201

刊物级别 - 浙江大学期刊查询系统

1、部门办公地点及联系电话（学校问讯台 0571—87951111）

         校  区
部  门

玉泉
校区

西溪
校区

华家池
校区

紫金港
校区

之江
校区

宿舍管理中心
8 舍底层南侧

87951836
12 舍 1 楼
88273554

3 舍 231 室
86971037

白沙综合
楼 203 室
88206060

9 号楼
86592752

保卫处
户政办公室

7 舍保卫处 101
室 87932809

老医院二楼
88273229

东大楼一楼
86971247

东 4-157 室
88206065

曾宪梓楼
201 室，
86592733

计财处
会计核算分中心

行政楼 -109 室
87951097

行政楼 109 室
88273673

东大楼 2 楼
86971241

东 6-117 室
88981933

4 号楼 302
88273673

校园卡服务网点
怡膳堂西边

87951505
北门食堂北边

88273662
5 食堂北边
86971023

食堂 1 楼门厅内
88206557

食堂内
86592714

校区医院防保科
校医院 313 室

87952731
校医院 207 室

88273533
校医院 305 室

86971664
校医院 4 楼

88206010
6 号楼

86592769

校区医院计生办
校医院 405 室

87952196
88273685 86971694 88206009-922 86592769

信息中心
图书馆 609 室

87951669
西 6-315 室

88273001

纳米院
2 楼西

86971518

信息 B 楼
205 室

88206107

曾宪梓
大楼 1 楼 
8795166　

中国银行浙大支行 求是路 28 号（玉泉校区新桥门对面），0571-86961827

2、校内急用值班电话

         校  区
部  门

玉泉校区 西溪校区 华家池校区 紫金港校区 之江校区

校医院急诊室 87951434
88273552
88273521

86971336 
86971031

88206016 
88206397

86592769

保卫部值班室 87951110 88273110 86971110 88206110 86592777

后勤集团值班室
87951119
87951549

( 夜 )

88273760  
88273627

( 夜 )
86971510

88206160 
88206156

( 夜 )
86592729

水电零修
夜间值班室

87953136 88273256 86971100 88206170 8659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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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理咨询点地址及电话

浙江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承担面向全校师生的心理咨询

与治疗服务。以个别心理咨询、团体心理咨询、心理素质拓展训练等

方式，为有需要的师生提供免费的服务。心理咨询在安全、舒适的环

境进行，来访者在咨询师的协助下理解自己的问题 , 并寻求方法解决

问题。

校    区 咨询地点 联系电话

紫金港校区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专职咨询师
紫金港剧场（学生活动中心）

B 座 204 室、318 室

88206286
（统一预约电话）

玉泉校区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专职咨询师

永谦活动中心
B 座 009 室

88206286

西溪校区
心理系大楼（西 5）106 室

教学主楼 1002、1007 室
88206286

华家池校区
教学大楼 512 室

（教 507）
88206286

西溪校区医院 医院 213 室 88273519

华家池医院 心理门诊心理咨询室 81938393

紫金港校医院 紫金港医院 208 室 88206009 转 809

说明：每学期具体咨询人员值班表见浙江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通知（http://www.xlzx.zju.edu.cn/），统一预约电话：88206286

2013 级研究生在读期间
有关事项温馨提示

关系研究生的各项事务，学校有相关文件和通知，在学校办公网

（zupo.zju.edu.cn）主页、研究生院（grs.zju.edu.cn）主页或党委研工

部 (ygb.zju.edu.cn) 主页发布，请每位研究生关注各时间段的有关通知。

以下为部分事项的提示：

分类 事项 时间 提示

学籍
学历

新生报到
秋学期开学
日

按新生录取通知书，必须
本人办理

个人信息维护 新生报到后
登录学校研究生管理信息
系统

新生复查 11 月底以前 未通过者将取消入学资格

注册
秋、春学期
开学日

按校历及研究生院通知。
必须由本人到院系注册，
未按规定在学校注册的学
生将自动取消学籍。

延期生办理延
期手续

学制期满前

请关注研究生管理系统内
设置的“到期时间”，延
期生未办妥延期手续的将
作自动退学处理。

毕业生图像信
息采集（学历、
学位证书使用）

10 月下旬（在
学校内集中
拍摄时间）

毕业生学历、学位证书用
照片，须由新华社统一拍
摄。无法集中拍摄的，按
照研究生院网页通知办理，
自行到新华社浙江分社拍
摄，并通知学籍办。每位
毕业生务必登录教育部学
信网进行图像信息校对。
注：学校档案馆拍摄的照
片仅用于存档，不能用于
学历、学位证书。

毕业生离校
春夏秋冬四
次

应届毕业生办妥离校手续
后方可领取学历证书（委
定生按协议）。

毕业典礼和学
位授予

春季、夏季
毕业周

详见研究生院和各院系网
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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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事项 时间 提示

培养
过程

网上选课

一年两次，
假期中段开
放选课，到
春学期或秋
学期第二周
截止。

详见研究生院网上通知。
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
选课模块选课，请务必仔
细阅读网上选课须知、选
课日程安排及选课流程图。

课程考试
每学期第 9
周或第 10 周

详见研究生院网上通知

开题报告
入学后第三
学期结束前
（普博）

网上提交→下载表格→导
师签字→交院系研究生科
存档

办理出国成绩
单等

每周二、
五上午

培养处公派出国办公室受
理（暑假每周一上午 8：
30 － 11：00）

因公出国（境） 工作日

与学业相关的出国（境）
应提交因公出国（境）申
请。注：在假期到国（境）
外旅游或探亲，为因私出
国（境）；

学位
申请

学位论文送审
及答辩

春夏秋冬
四次

每次都有办理学位申请手
续的截止时间，可及时咨
询本单位研究生教育科管
理人员。

学位论文最终
定稿版提交

研究生通过
学位论文答
辩后

提交收藏单位或存档的学
位论文最终定稿版必须根
据学校的学位论文编写规
则，完善学位论文评阅人
姓名（隐名评阅除外）答
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签署独创性声明等各项内
容。

分类 事项 时间 提示

思政教
育及社
会实践

新生始业教育
9 月份新生

报到后
一个月内

新生必须环节。学校和各
院系都有活动安排

开学典礼
报到后
一周内

新生必须环节。详见研工
部网上通知

校长报告会
报到后
一周内

新生必须环节。详见研工
部网上通知

预备党员培训
每个大学期

各一期
详见研工部网上通知

党支部书记
培训

每个学年
一期

详见研工部网上通知

社会实践 暑期
希望每位研究生在读期间能
参加一次，详见研工部网上
通知（5 月开始报名）。

社团及
文体活

动

研究生社团
纳新

秋学期
开学初

详见研工部和社团网站
通知

登攀节 3 月 -6 月 以学术活动为主

体育文化节 9 月 -11 月 以文体活动为主

研究生会、博
士生会换届

9 月 -10 月 详见研工部网上通知

评奖
评优

奖学金及荣誉
评定

秋学期
开学初

详见研工部网上通知

优秀毕业生
评定

1-3 月 详见研工部网上通知

资助

岗位助学金
每月 7 日
左右发放

通过银行卡发放。导师经
费不到位的不发。

三助岗位招聘
每大学期

开学
详见研工部网上通知

三助津贴发放

助研 9 月、1
月、3 月、6
月各一次；助
教、助管学期
结束发放。

详见研工部网上通知。

国家助学贷款
申请

9 月、6 月
各一次

详见研工部网上通知

困难补助申请
春、秋学期

开学初
向所在院系递交申请

学校年夜饭 农历年三十 留校过年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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