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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浙江大学招办主任

今年我省学子
报考浙大多了新选择

近年来，浙江大学在
学科建设、教学和科研等
领域发展迅速。在国家
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名
单中，学校入选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A类），18个学
科入选一流建设学科，居
全国高校第三。在教育
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浙
江大学A类学科数居全
国高校第一。根据2019
年3月ESI公布的数据，
学校8个学科进入世界学
术机构排名前1‰，居全
国高校第一；5个学科进
入世界学术机构排名前
50位、7个学科进入世界
学术机构排名前100位，
均居全国高校第二；1个
学科进入世界学术机构
排名前万分之一，居全国
高校第三。

浙江大学本科生招
生处处长朱佐想介绍说，
2019年浙江大学招生规
模与 2018年持平，学校
将继续按照人文、社科、
理、工、农、医、艺术、科技
与创意设计等26个类别
实行大类招生。今年，我
省学子报考浙江大学又
多了新选择。据了解，
2019年浙江大学新增机
器人工程和人工智能专
业。设立由竺可桢学院
和计算机学院共同培养的

“图灵班”，该班由全职加
盟浙大的图灵奖获得者
WhitfieldDiffie 教授领
衔授课。与此同时，竺可
桢学院今年社科平台招生
专业也有变化，新设立了
数字金融、智能财务等多
个专业供考生们选择。

朱佐想特别提醒，想
报考浙江大学王牌工科
专业的同学，今年也可以
重点关注专业大类卓越
人 才 培 养 班 的 招 生 。
2019 年，新设立的卓越
人才培养班借鉴竺可桢
学院精英人才培养方式，
吸引专业志向明确的优
秀考生报考，每班将招收
15~20 人不等，独立编

班、设置独立培养方案。
近年来，浙江大学国

际化办学能力不断增强，
学校专门设立国际校区，
创新采用“一对多”合作
办学模式，与多个国际一
流合作伙伴共建若干联
合学院。“我们选择与全
球顶尖大学合作，学生可
同时获得浙江大学与合
作大学双学位。今年，浙
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
巴纳香槟分校联合学院、
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
合学院将继续面向全国
招生，考生们也可以关注
一下。”

谈到浙江大学的人
才培养特色和优势，朱佐
想说，浙江大学坚持“德
才兼备、全面发展、求是
创新、追求卓越”的人才
培养理念，学校承诺为每
位本科学生在校期间提
供一次海外高水平大学
的交流学习机会，并在经
费资助等方面提供有力
保障，2018 年学校本科
生 海 外 交 流 率 已 达
74.4%，在全国高校中名
列前茅。

面对考生与家长们
最为关心的专业确认问
题，他说：“每位浙大同学
有两次主修专业确认机
会、一次转专业机会。学
校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
将最大限度满足学生的
专业选择需求。”

据了解，河南省一直
以来是浙江大学招生生
源优质省份，河南籍本科
毕业生就业及深造前景
广阔。以 2016 至 2018
年数据为例，逾68%的河
南籍本科毕业生选择继
续深造，其中，境内升学
毕业生中 90.81%被“双
一流”高校（A类）和中国
科学院（包括中国科学院
大学）录取；境外升学毕
业生中，每年赴哈佛大
学、麻省理工大学、哥伦
比亚大学等世界一流名
校深造的人数持续增加。

浙江大学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杭

州，是一所特色鲜明、在海内外有较大

影响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

真情服务15载，
依依不舍话离别

郑州公交30路自 2004年
4月 26日开通至今，已经整整

“服役”15年。在这15年间，它
每天为郑州西区和郑州北部区
域的市民出行提供了极大方
便。而不少市民也对这条线路
产生了浓厚感情，有的乘客更
是与线路上的车长结下了深厚
友谊。

这次活动的发起者，30路
党员车长刘治刚坦言：“我见证
了30路车15年来的发展壮大，
也与乘客们建立了深厚的感
情。我们通过公交车厢认识，不
少叔叔阿姨逢年过节都会给我
们送饭、送水果。现在想起来，
还是那么甜美。当我在‘30路
乘客交流群’里发布撤停信息的
时候，大家都非常不舍得，所以
今天就举办了这次活动。”

“两年前，我来到这里担任
调度工作，本想着明年就从30
路上退休了。没承想，它却先我
一步‘退休’。在这条线路上工
作，我经历了春运，冬季暴雪、夏
季暴雨等恶劣天气以及各类临

时客流输送工作。30路的全体
车长凭借着过硬的驾驶技能和
细心周到的服务，圆满完成了各
项工作任务。”30路党员调度王
淑云激动地说。

25日晚10点钟，在清洁完
毕之后，调度员王淑云和最后下
班的两个车长在公交车前合影
留念。

撤停的线路均有替代换乘
市民勿担心

随着郑州地铁5号线的开
通，自5月26日起，郑州公交将
撤停 30路、9路大站快车、B6
路、B601 路、107 路、190 路、
B21路等12条公交线路。

“不会对出行有影响，都有
替代换乘线路，规划时都考虑到
了。”郑州市公交总公司相关负
责人说。

据郑州市公交一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30路撤停后，由西三
环中原路—汽车客运西站路段
的市民，可选择乘坐S155路；
由建设路国棉六厂—经三路农
科路路段的市民可选择乘坐83
路。

据介绍，这两条线路的走向
跟原来30路的走向基本相同，
只有部分路段和站位不同。

B6 路撤停后，新开 B301
路。首末站香草路公交站—北
三环南阳路，途经道路中州大
道、北三环，沿线进入快速公交
站台。首末班时间 6:00—21:
00，票价1元，IC卡通用。

原 107 路乘客可选择 48
路、123路、97路大站快车、195
路等线路出行。

原190路乘客可选择 158
路、193 路、188 路、B2 支线、
S169路等线路出行。

原 B21 路乘客可乘坐 20
路、4路、81路、B101路、B102
路、B10路等线路出行。

部分线路撤停后，市民如果
有不清楚的可以通过“郑州行”
App进行查询或者拨打郑州市
公 交 服 务 热 线 0371—
63881333进行咨询。

28日起，郑州将新开6条
巴士线路接驳地铁5号线

5月28日起，郑州将开6条
社区接驳郑州市地铁5号线的
巴士线路，首末班时间 6:15~
20:30，票价1元，IC卡通用。

S172路：首末站中州大道
广电南路—市人民医院地铁口，
接驳地铁5号线市人民医院、省
人民医院、姚砦地铁站点。

S173路：首末站东建材—
心怡路相济路。接驳换乘地铁
5号线金水东路地铁站。

S175路：首末站商都路中
兴路—会展中心，接驳换乘地铁
5 号线省骨科医院、康宁街、郑
州东站、金水东路、祭城、儿童医
院地铁站点。此线路待道路具
备通行条件后开通。

S176路：首末站经南五路
公交站—经南五路公交站，接驳
换乘地铁5号线福塔东站、经开
中心广场地铁站点。

S177路：首末站会展中心
—河南警察学院，接驳换乘地铁
5号线祭城站。

S178路：首末站黄岗寺—
汝河路西三环。接驳换乘地铁
5号线后河芦和桐淮地铁站。

再见！郑州30路公交
昨日起，郑州撤停12条公交线路，
撤停前，已规划好替代换乘线路，不会影响市民出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宁田甜 通讯员 朱航天 文图

随着郑州市地铁5号线的开通运营，为了充分发挥公共
交通的综合效能，方便乘客接驳换乘，根据相关规划和乘客
出行分析，郑州公交自5月26日起，对5号线沿线公交线网
进行了优化调整，其中撤停12条线路（包括30路、9路大站
快车等），优化调整11条线路，新开7条线路，并对25条线路
的运行时间进行了延长。

郑州市公交总公司相关负责人称，部分线路撤停后，前期
规划时就考虑到了替代换乘线路，不会对市民出行有影响。

5月26日起，9路再一次优化线路，采用大站快车运营模式，停靠站位由原来的34站缩减
至20站，利用沿途绿波带提高运营速度和效率，经实测运营速度将提升15%~20%。

9路整合优化后，市民反映，线路通行起来可节时10至15分钟。
线路走向
上行：花园路刘庄—天荣国际建材港—花园路沙门村—汽配大世界—花园路农科路

—花园路关虎屯—花园路口—紫荆山人民路—工人新村—解放路民主路—中原路京广路
—中原路兴华街—市委—绿东村—桐柏路陇海路—桐柏路汝河路—市农业局—桐柏路航海
路—航海路航淮二街—航海路秦岭路

下行：航海路秦岭路—航海路航淮二街—桐柏路航海路—市农业局—桐柏路汝河路
—桐柏路陇海路—绿东村—市委—中原路兴华街—中原路京广路—二七广场正兴街—工人
新村—紫荆山人民路—花园路口—花园路丰产路—花园路农科路—汽配大世界—花园路沙
门村—天荣国际建材港—花园路刘庄

老乘客代表与30路公交车合影

9路和9路大站快车整合优化后，路上可节约10~15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