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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泽达教育集团是一家以教育投资与经营管理为主体、涉及文化、艺
术等领域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总部位于风景优美的杭州。集团
公司凭借着先进的人才理念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汇聚了大批高、中级职称的优
秀人才。现已发展成为队伍高素质、管理高层次、服务高质量、合作高档次
的创新型企业。
       集团现下辖:浙江泽达创意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泽达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宿迁泽达中等专业学校、广西演艺职业学
院、南宁市建盛经济管理职业技术学校、杭州江南专修学院。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独
立设置专科层次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地处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城高教园区,
学院规划总占地面积856亩,已建成面积476亩,建立了各类实验实训室40余个,
图书馆藏书30万余册,教育教学设施完备。现有在校生人数达4000余人。集
团公司力争将学院建设成为一所起点高、水准高、质量高、有着强大发展后
劲的江苏省一流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广西演艺职业学院成立于2004年，是经广西社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成
立、国家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学院坐落在自治区首府、联合
国世界人居奖兼力城市——南宁市。学院占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约320亩
），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办学规模6000人。这里交通便利，环境优雅，人
杰地灵，是莘莘学子求学的理想之地。
      宿迁泽达中等专业学校是集团公司于2011年经宿迁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的普通中专学校,学校依托泽达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优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坚持高起点定位、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
       杭州江南专修学院座落在钱塘江南,位于杭州滨江高教园区,学院是经浙江
省教育厅批准建立的民办高等教育院校,学院创建于1999年,学院现有全日制
在校生4000余人。学校被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委员会评为“中国民办
高等教育优秀院校”。被教育部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评为“全国民办教育先
进集体”。经杭州市教育局党组批准,在原总支部的基础上2010年11月成立
了学院党委。
       集团公司秉承“泽被万物、达仁天下”的宗旨,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
导向”走“一业两地学、两奖三助学、三联三结合”的特色之路,积极探索一
种能适合中国国情,使教育与产业完美结合的全新运作模式,竭诚为中国教育的
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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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廉
12级体育教育专业

影视明星

李歌洋
我院14级建筑工程技术1班学生

现为内地男演员，影视歌三栖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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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校企合作，高薪就业有保障 

江浙求学  苏杭就业
      按照“以产养学、以学促产、产学联动”的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学院依托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坚持与企业开展多

种形式的校企合作，共建校内实训基地。目前，我院已与美国甲骨文软件公司、家装e站、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达

利园集团等十余家企业签订就业协议，成立定向班，实行带薪实习，为学生拓展就业渠道，诸多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学院

每学年召开两次校园招聘会，吸引来自全国100多家企业参与招聘，为毕业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目前，学院通过集团

化办学，在苏锡常、浙江、上海等地区拓宽就业渠道，就业岗位涵盖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确保高薪就业。

三星



2018
报 读 指 南 06

多元化校企合作，高薪就业有保障 

江浙求学  苏杭就业
      按照“以产养学、以学促产、产学联动”的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学院依托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坚持与企业开展多

种形式的校企合作，共建校内实训基地。目前，我院已与美国甲骨文软件公司、家装e站、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达

利园集团等十余家企业签订就业协议，成立定向班，实行带薪实习，为学生拓展就业渠道，诸多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学院

每学年召开两次校园招聘会，吸引来自全国100多家企业参与招聘，为毕业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目前，学院通过集团

化办学，在苏锡常、浙江、上海等地区拓宽就业渠道，就业岗位涵盖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确保高薪就业。

三星



特色院系
A S P E C I A LT Y  D E PA R T M E N T

2018
报 读 指 南07

        为适应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进一步贯彻《关于从高等学校在校生中进行征集新兵有关通知》文件

精神。2014年5月，经江苏省宿迁军分区批准，成立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人民武装部，并于2016年9月成立国防教

育系。

        该系以军事化管理为核心，按照部队人才培养要求进行军事技能与专业技能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现开设

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3个专业。报读国防教育系相关专业的同学应符合相关军检要求，

在入学前需进行政审、面试及体检。大二学年结束后，参加军检及政治考核合格后到部队服役，发展方向为士官。

应征入伍报效祖国  我的舞台在军营—入伍政策

国防教育系应征入伍学生发展方向为士官，工资参考如下

一级士官 二级士官 三级士官 四级军士长 三级军士长 二级军士长 一级军士长

4300元/月 5400元/月 6700元/月 8000元/月 9200元/月 10500元/月 11900元/月

：

泽达学院国防教育系学生应征入伍，服役两年能够获得的经济补助包括：（1）学费补偿

：0.8万元／年，三年计2.4万元；（2）义务兵津贴：根据部队的种类，津贴标准约为

0.85万元-2.5万元／年，两年约1.7万元-5万元；（3）家庭优待金：1.517万元／年，两

年合计：3.034万元；（4）退役金：约3万元。按最低标准计算，服役两年可拿到的经济

补偿为：10.1340万元。

选改士官：学生第三年参军按实习计算，学校正常颁发毕业证书，拿到我院毕业证书后可

参加部队士官套改制度，直接签订二级士官合同，学生在校期间计算三年兵龄。

报考军校：可参加全军统一组织的军校招生考试，毕业后即成为部队军官。

保送入学（提干）：符合保送条件的大学生士兵，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奖励的

，可免试进入军校深造，毕业后即成为部队军官。

提高奖学金：在校大学生入伍退役后复学的，如果入伍前享受优秀学生奖学金，在复学后

继续享受并提高一个奖学金等级（不含一等奖学金）。

加分或免试：退役后复学的，学校课程中公共教育、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等课程可免于考

试，视为合格或者直接给予学分。退役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

初试总分加10分。

公务员招录：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报考本省公务员等考试合格，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事业单位招聘：事业单位普通管理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公开招聘人员时，分别拿出不少于

10％和30％的岗位招聘当年退役的本省藉大学生士兵，国有企业招聘，要拿出不低于招

聘计划10％的指标用于定向招聘大学生退役士兵。

（一）经济上补助

（二）入伍后发展

（三）学业上优待

（四）就业上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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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财本科助学泽达教学点揭牌 南京理工大学合作签约 扬州大学教授授课 扬州大学合作签约

14800

本科部学子风貌
    学院开设“全日制本科”专转本直通车和“2+2”专接本直通车，学生进入本科院校深造，实现了“专科入学、本科毕
业”的愿望。学生以专科报读我校专业后，学院根据学生自身条件分段式培养，进入全日制统招专转本或专接本批次培养
，切实把学生培养成“合格本科毕业生”，为学院发展成为“优质本科院校”打下坚实的基础。

注：双文凭发放，可自愿
选择专本同读，学业完成
后，由学院颁发全日制统
招专科毕业证书；相关本
科院校颁发本科毕业证书
，国家承认学历、电子注
册，符合条件者授予学士
学位。

注:报读国防教育班的同学,应符
合相关军检要求,在入学前需政审
、面试及体检(时间待定),通过军
检后到部队服役,发展方向为士官
,享受大学生入伍优惠政策。

招收应、往届
普通高中、职
业高中、普通
中专、职业中
专、成人中专
、技工学校等
学生,以上学生
均可报名

院系 专业名称 培养层次 学费 招生对象 备注

经济商贸系

商务管理 专科/本科 13800元/年

电子商务 专科/本科 13800元/年

财务管理（会计） 专科/本科 13800元/年

市场营销 专科/本科 13800元/年

旅游管理（旅游、酒店） 专科/本科 13800元/年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本科 13800元/年

国际金融 专科/本科 13800元/年

机电信息工程系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科/本科 13800元/年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科/本科 14800元/年

汽车工程系 汽车运用与维修 专科/本科 14800元/年

建筑工程系 建筑工程技术 专科/本科 13800元/年

艺术与设计系

播音与主持 专科/本科 13800元/年

戏剧影视表演 专科/本科 13800元/年

动漫设计与制作 专科/本科 13800元/年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专科/本科 13800元/年

现代服务系

社区康复 专科/本科 13800元/年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专科/本科 14800元/年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专科/本科 14800元/年

国防教育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科/入伍 13800元/年

汽车运用与维修 专科/入伍 13800元/年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科/入伍 13800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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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泽达教育集团发挥自身在国际交流和办学方面的优势，与韩国白石大学签署校际合作协议，白石大学在中国(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注册备案，开设韩国留学定向合作院校项目。学生通过在中国学习2年时间，通过参加韩国白石大学的韩语等级考试或自行组织的入学测
试，成绩合格者可直读本科。2+2留学"国际合作双文凭项目"——"国际本科项目"，学习分为国内、国外两个部分，通过采用国际协同办学，中
韩学分互认，国内前两年学习韩语及专业课程，白石大学认可。学生完成国内两年的学习，并取得白石大学认可学分，第三年赴白石大学学习两
年左右专业课程，毕业时获教育部认可白石大学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

                

项目简介：

项目优势：

项目学费：前三年国内（含预科一年）2万元/年；后两年国外约3万~4万元/年。

韩国白石大学
韩国名校本科留学   中韩2+2教育模式

 Performing Art Major

保健学部 Division of Health Science

护理学 
观光学部 Division of Tourism

 酒店经营学 · 航空服务

影像设计学部Division of Design & Image

影像动漫· 视觉设计 ·室内装修设计
文化艺术学部 
戏剧电影专业

经商学部 Division of Business & Commerce

经营学 · 会计学 · 国际通商学

招生对象：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学生

                文凭含金量高：正规本科学历，中国教育部承认，毕业之后可以继续申请读研，也可以回国报考事业单位或者公务员。
专业设置齐全：韩国高校均为综合性大学，专业设置门类齐全，上百个专业可供学生自由选择。
入学条件宽松：面试选拔，入学标准更灵活，让更多优秀学子接受优质大学教育。
高额的奖学金 ：白石大学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学习成绩不是唯一标准，从10%到100%，最高全部减免学费。

注：报读大、中专连读班，招收应往届初
中毕业生，中专段学费（前两年）按2018
年中专学费标准收取；大专段学费（后三
年）按2018年大专学费标准收取。中专段
结束后，根据全日制普通高校招生政策要
求，进入大专段学习。中专学业完成后颁
发普通中专毕业证书；大专学业完成后颁
发全日制普通高校统招大专毕业证书。学
生在大专学习期间可自愿选择专升本学习
获得本科学历，并授予学士学位。

注：报读国防教育班的同学，应符合相
关军检要求，在入学前需政审、面试及
体检（时间待定），通过军检后到部队
服役，发展方向为士官，享受大学生入
伍优惠政策。

院系 专业名称 培养层次 学费 备注

经济商贸系

商务管理 中专/大专 9800元/年

电子商务 中专/大专 9800元/年

财务管理（会计） 中专/大专 9800元/年

市场营销 中专/大专 9800元/年

旅游管理（旅游、酒店） 中专/大专 9800元/年

工商企业管理 中专/大专 9800元/年

国际金融 中专/大专 9800元/年

机电信息工程系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中专/大专 9800元/年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中专/大专 10800元/年

汽车工程系 汽车运用与维修 中专/大专 10800元/年

建筑工程系 建筑工程技术 中专/大专 9800元/年

艺术与设计系

播音与主持 中专/大专 9800元/年

戏剧影视表演 中专/大专 9800元/年

动漫设计与制作 中专/大专 9800元/年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中专/大专 9800元/年

现代服务系

社区康复 中专/大专 9800元/年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中专/大专 10800元/年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中专/大专 10800元/年

国防教育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科/入伍 11800元/年

汽车运用与维修 专科/入伍 11800元/年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科/入伍 11800元/年

合作办学 高级护理 中专/大专 10800元/年 大中专连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