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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浙高师培字〔2020〕4 号 
 
 

关于做好 2020年春季浙江省高校教师教育
理论在线培训及上机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人事处： 

因疫情原因，根据省教育厅部署，2020 年春季浙江省高等学

校教师教育理论培训及上机考试（以下简称“岗前培训考试”）

以学校为单位举行。考试由浙江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以下

简称“省高培中心”）统一组织，采用新的报名和考试系统，各

高校（高校附属医院考试报名归口各相关高校）、党校、广播电

视大学自行组织本校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为规范、有序推进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报名 

1.报名条件：考生须为高校（高校附属医院）、党校、广播

电视大学在职教师，且 2020 年 6 月 1 日 24:00 前已完成 600 分钟

视频培训学习，未完成者不可报名，建议其在完成学习培训后下

半年再报名考试。 



2 
 

2.报名时间：2020 年 6 月 9 日（周二）9:00—6 月 11 日（周

四）17:00。考生可于 6 月 14 日后登录报名系统自行打印准考证，

考点及场次在准考证上明确。 

3.报名流程：考生登录系统报名—所在单位管理员（负责岗

前培训考试工作的信息联络员）进行资格初审—省高培中心资格

复审（考生可登录报名账号查看审核情况）—审核通过后考生缴

费—收到缴费成功短信提示，即为报名成功。 

4.资格审核：各单位管理员登录岗前培训考试报名系统管理

后台（网址：http://zjzx.zjnu.edu.cn/admin，账号：单位名称，密

码：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对本单位报名考生进行资格初审。

各单位须在 6 月 12 日（周五）12:00 前完成资格初审工作。省高

培中心负责资格复审，与初审同步进行。 

5.缴费时间：2020 年 6 月 9 日（周二）10:00—6 月 12 日（周

五）17:00。考生缴费成功后才能打印准考证、参加考试。 

二、考试安排 

1. 考试时间：6 月 16 日（周二）—6 月 17 日（周三）每天

各 3 场，按考点分六个批次（141 个考点共 3040 人，详见附件 2）： 

（1）6 月 16 日（周二全天）3 场： 

第一场（501 人）：8:00—10:00； 

第二场（553 人）：11:00—13:00； 

第三场（537 人）：14:30—16:30； 

http://zjzx.zjnu.edu.cn/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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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月 17 日（周三全天）3 场 

第一场（532 人）：8:00—10:00； 

第二场（479 人）：11:00—13:00； 

第三场（438 人）：14:30—16:30。 

2.考点安排： 

考点分别设在考生所在单位，考场由各考点设在校内指定的

专用机房。考试总人数且单个考场人数≥50 人的考点须部署钉钉

在线远程视频监控（3 个以上摄像机位），考试人数<50 人的不

作硬性要求。每个考场须配备 1 名技术人员，负责保障机房设备、

网络安全等。按 20 个考生配备 1 名监考员。同时，要按实考人

数 5~10%的标准配备备用考试机，每个考场须确保网络畅通，考

试机上安装有常用浏览器（360、谷歌等）。 

3.考试要求： 

（1）考生须持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证件不

全者，不得进入考场。迟到 15 分钟者不得入场，开考 15 分钟后

方可交卷离开。 

（2）进入考场后，禁止使用一切电子设备，考生必须将手

机关机装入密封袋，考试结束前禁止拆封、使用。考生须将资料

存放在监考教师指定的地方，不得将资料、U 盘（试题、教材、

纸质材料等）带入座位，否则以作弊论处。考生须自觉遵守考场

纪律，不得有夹带资料、抄袭、代考等作弊行为。一经发现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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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或作弊行为，将被取消当次考试所有科目成绩，12 个月之内不

得参加同一考试，相关材料将上报给省教育厅。 

三、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为在线考试，包括《高等教育学》《大学心理学》

《高等教育法规》《大学教师伦理学》四个科目，每科目考试时

间均为 30 分钟。四科考试合为一场，连续进行，每场考试的时

间均为 120 分钟。每份试卷均包括单项选择题 40 分、多项选择

题 40 分和判断题 20 分，满分为 100 分。75 分（含）以上方为合

格。 

四、缴费方式和标准 

实行网上报名缴费（网银、支付宝或微信等形式）。缴费标

准：每次考试 70 元/科。 

五、工作要求 

1.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岗前培训考试的组织实施，明确责任人，

制定严密的考试组织方案，安排好监考、巡考人员，开展考务培

训，严肃考试纪律等。及时通知本校符合条件的教师准时参加考

试。同时，还要根据各单位疫情防控要求制定完善的防疫措施。 

2.各单位要根据考试工作日程安排（附件 1），积极配合省

高培中心完成各项工作。尤其要根据报名情况尽早确定考场安

排，并于 6 月 12 日（周五）15:00 前将机房号、机位数、监巡考

人员、技术保障人员（附件 3）等信息上报省高培中心。 

六、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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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高校（高校附属医院）、党校、广播电视大学等单位分

管岗前培训考试工作的部门负责人、信息联络员加入钉钉“全省

岗前培训考试工作群”，钉钉群号码：31358667，便于工作联系。 

 

省高培中心联系人：吴盼，电话：0579-82282130，邮箱：

gpzx@zjnu.cn。 

 

 

附件：1.2020 年春季岗前培训在线考试日程安排 

2.2020 年春季岗前培训在线考试批次表 

3.2020 年春季岗前培训在线考试考点安排表 

 

 

浙江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二〇二〇年六月六日 

mailto:gpzx@zjn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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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年春季岗前培训在线考试日程安排 

 

日期 具体事项 

6 月 9 日—11 日 1. 考生在线报名（6 月 9 日 9:00—6 月 11 日 17:00）； 
2. 各单位资格初审、省高培中心复核（同时进行）； 

6 月 9 日—12 日 资格审核通过后，考生在线缴费（6 月 9 日 10:00—6
月 12 日 17:00） 

6 月 12 日—13 日 

1. 各单位完成资格初审（6 月 12 日 12:00 前）、省

高培中心完成同步复审； 
2. 各单位上报考点机房号、机位数等（6月12日15:00

前上报）（①考试总人数且单个考场人数≥50 人

的考点须部署钉钉在线远程视频监控（3 个以上摄

像机位），考试人数<50 人的不作硬性要求。②

各考点负责监考、巡考等考务工作；） 
3. 省高培中心汇总各考点考试机房、机位号，导入

报名系统，生成考生准考证号； 

6 月 13 日—14 日 省高培中心组织完成考务及技术保障在线培训 
(钉钉视频会议形式)； 

6 月 14 日—15 日 1. 考生自行打印准考证； 
2. 各单位完成各自考点的考务培训； 

6 月 16 日—17 日 组织在线考试； 

6 月 18 日—19 日 发布考试成绩；制作合格证书；  

6 月 19 日—21 日 证书统一邮寄至各高校人事处。 



7 
 

附件 2： 

2020年春季岗前培训在线考试批次表 

（141 个考点，3040 人） 

批次 考点单位 人数 其中：高等院校附属医院 

6 月 16 日（周二）

第一场（501 人）

8:00—10:00 
 

2 个考点 

温州医科大学 368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温州康宁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诸暨市人民医院;
（共 324 人） 

宁波大学 133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阳明医院;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宁波大学医学院；（共 61 人） 

6 月 16 日（周二）

第二场（553 人）

11:00—13:00 
 

8 个考点 

温州商学院 85  

绍兴文理学院 84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绍兴文理学院嵊州市人民医院; 

绍兴文理学院嵊州医院; 
绍兴文理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 绍
兴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共 65

人） 

浙江中医药大学 77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

49 人） 

湖州师范学院 69 湖州师范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6 人） 

浙江大学 65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嵊州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嵊州分院）; 浙江大学海

宁国际校区；（共 13 人） 

台州学院 63 台州学院附属台州市中心医院（共

23 人）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55  

浙江理工大学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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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 考点单位 人数 其中：高等院校附属医院 

6 月 16 日（周二）

第三场（537 人）

14:30—16:30 
 

13 个考点 

浙江树人大学 50  

嘉兴学院 45 
嘉兴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嘉兴学院附属妇儿医院; 

嘉兴学院附属江南医院;（共 12 人）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4  

温州肯恩大学 43  

浙江工商大学 43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42  

宁波工程学院 4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40  

浙江财经大学 40  

杭州师范大学 39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共 7 人） 

丽水学院 38  

浙江工业大学 38  

浙江农林大学 34  

6 月 17 日（周三）

第一场（532 人）

8:00—10:00 
 

20 个考点 

宁波财经学院 33  

温州大学 33  

浙江师范大学 32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31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31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29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28  

浙江传媒学院 27  

浙江万里学院 27  

浙江科技学院 26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26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25  

中国美术学院 25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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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 考点单位 人数 其中：高等院校附属医院 

中国计量大学 24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3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22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2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22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22  

6 月 17 日（周三）

第二场（479 人）

11:00—13:00 
 

28 个考点 

浙江海洋大学 21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20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0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20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20  

浙江外国语学院 20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20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19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19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9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9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18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

院 
17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7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17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17  

宁波诺丁汉大学 16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16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16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15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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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 考点单位 人数 其中：高等院校附属医院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14  

浙江科贸职业技术学院（筹） 14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13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13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13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13  

6 月 17 日（周三）

第三场（438 人）

14:30—16:30 
 

70 个考点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3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13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12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12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12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12  

杭州医学院 11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11  

浙江音乐学院 11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10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0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10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10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10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9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9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9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9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9  

衢州学院 8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8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

职业学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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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 考点单位 人数 其中：高等院校附属医院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7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7  

浙江警察学院 7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5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3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3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3  
公安海警学院（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海警学院） 
2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2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2  

浙江师范大学萧山校区 1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1  

金华广播电视大学 10  

丽水广播电视大学 3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2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奉化分校 1  

台州广播电视大学 8  
温州城市大学（温州广播电视

大学） 
4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20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苍南学院 1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乐清分校 2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学院 1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永嘉学院 1  

中共湖州市委党校 5  

中共嘉兴市委党校 1  

中共金华市委党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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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 考点单位 人数 其中：高等院校附属医院 

中共丽水市委党校 1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 1  

中共三门县委党校 1  

中共绍兴市委党校 3  

中共台州市黄岩区委党校 4  

中共台州市路桥区委党校 1  

中共台州市委党校 1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 2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5  

杭州江南专修学院 16  

嘉兴市秀水经济信息专修学院 3  

金华教育学院 1  
丽水学院幼儿师范学院（丽水

中等专业学校） 
14  

宁波大学医学院 1  

宁波教育学院 17  

宁波明州职业专修学院 1  

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1  

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 2  

浙江电信专修学院 4  

浙江三联专修学院 2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2  

浙江携职专修学院 5  

浙江新世纪经贸专修学院 9  
浙江宇翔外国语专修学院（浙

江宇翔职业技术学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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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年春季岗前培训在线考试考点安排表 

 

考场序号 机房号 机位数 监考人员 技术人员 

     

     

     

     

 
本表请于 6 月 12 日（周五）15:00 前通过 gpzx@zjnu.cn 上报省高培中心。 

单位名称（考点）：   

分管领导（主考）：   移动电话：  

信息联络员：   移动电话：  

考场安排： 本考点共（   ）考生，安排考场（   ）个 

机房所在位置：  


	因疫情原因，根据省教育厅部署，2020年春季浙江省高等学校教师教育理论培训及上机考试（以下简称“岗前培训考试”）以学校为单位举行。考试由浙江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省高培中心”）统一组织，采用新的报名和考试系统，各高校（高校附属医院考试报名归口各相关高校）、党校、广播电视大学自行组织本校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为规范、有序推进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报名
	1.报名条件：考生须为高校（高校附属医院）、党校、广播电视大学在职教师，且2020年6月1日24:00前已完成600分钟视频培训学习，未完成者不可报名，建议其在完成学习培训后下半年再报名考试。
	2.报名时间：2020年6月9日（周二）9:00—6月11日（周四）17:00。考生可于6月14日后登录报名系统自行打印准考证，考点及场次在准考证上明确。
	3.报名流程：考生登录系统报名—所在单位管理员（负责岗前培训考试工作的信息联络员）进行资格初审—省高培中心资格复审（考生可登录报名账号查看审核情况）—审核通过后考生缴费—收到缴费成功短信提示，即为报名成功。
	4.资格审核：各单位管理员登录岗前培训考试报名系统管理后台（网址：http://zjzx.zjnu.edu.cn/admin，账号：单位名称，密码：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对本单位报名考生进行资格初审。各单位须在6月12日（周五）12:00前完成资格初审工作。省高培中心负责资格复审，与初审同步进行。
	5.缴费时间：2020年6月9日（周二）10:00—6月12日（周五）17:00。考生缴费成功后才能打印准考证、参加考试。
	二、考试安排
	1. 考试时间：6月16日（周二）—6月17日（周三）每天各3场，按考点分六个批次（141个考点共3040人，详见附件2）：
	（1）6月16日（周二全天）3场：
	第一场（501人）：8:00—10:00；
	第二场（553人）：11:00—13:00；
	第三场（537人）：14:30—16:30；
	（2）6月17日（周三全天）3场
	第一场（532人）：8:00—10:00；
	第二场（479人）：11:00—13:00；
	第三场（438人）：14:30—16:30。
	2.考点安排：
	考点分别设在考生所在单位，考场由各考点设在校内指定的专用机房。考试总人数且单个考场人数≥50人的考点须部署钉钉在线远程视频监控（3个以上摄像机位），考试人数<50人的不作硬性要求。每个考场须配备1名技术人员，负责保障机房设备、网络安全等。按20个考生配备1名监考员。同时，要按实考人数5~10%的标准配备备用考试机，每个考场须确保网络畅通，考试机上安装有常用浏览器（360、谷歌等）。
	3.考试要求：
	（1）考生须持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证件不全者，不得进入考场。迟到15分钟者不得入场，开考15分钟后方可交卷离开。
	（2）进入考场后，禁止使用一切电子设备，考生必须将手机关机装入密封袋，考试结束前禁止拆封、使用。考生须将资料存放在监考教师指定的地方，不得将资料、U盘（试题、教材、纸质材料等）带入座位，否则以作弊论处。考生须自觉遵守考场纪律，不得有夹带资料、抄袭、代考等作弊行为。一经发现有违纪或作弊行为，将被取消当次考试所有科目成绩，12个月之内不得参加同一考试，相关材料将上报给省教育厅。
	考试形式为在线考试，包括《高等教育学》《大学心理学》《高等教育法规》《大学教师伦理学》四个科目，每科目考试时间均为30分钟。四科考试合为一场，连续进行，每场考试的时间均为120分钟。每份试卷均包括单项选择题40分、多项选择题40分和判断题20分，满分为100分。75分（含）以上方为合格。
	实行网上报名缴费（网银、支付宝或微信等形式）。缴费标准：每次考试70元/科。
	请各高校（高校附属医院）、党校、广播电视大学等单位分管岗前培训考试工作的部门负责人、信息联络员加入钉钉“全省岗前培训考试工作群”，钉钉群号码：31358667，便于工作联系。
	省高培中心联系人：吴盼，电话：0579-82282130，邮箱：gpzx@zjnu.cn。
	附件：1.2020年春季岗前培训在线考试日程安排
	2.2020年春季岗前培训在线考试批次表
	3.2020年春季岗前培训在线考试考点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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