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考试
工种

考试场次 考试日期 进场时间
禁止迟到
考生入场

操作时间 人数 分布地区 安排学校

江山职教中心 （26）

金华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16）

兰溪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3）

磐安县职业教育中心 （38）

浦江县职业技术学校 （36）

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 （24）

浙江省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 （1）

缙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38）

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 （41）

松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35）

遂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2）

台州广播电视大学中职学院 （1）

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 （7）

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36）

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 （61）

仙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

浙江省天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46）

宁波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2）

宁波市鄞州职业高级中学 （4）

宁波市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70）

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68）

慈溪市周巷职业高级中学 （8）

慈溪职业高级中学 （92）

宁波北仑弘途技工学校 （4）

宁波市鄞州职业高级中学 （13）

宁波市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27）

慈溪市周巷职业高级中学 （89）

慈溪市周巷中学 （1）

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1）

余姚市职成教中心学校 （9）

余姚市职业技术学校 （44）

奉化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42）

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 （61）

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 （1）

宁海县技工学校 （12）

余姚市职成教中心学校 （28）

富阳区职业高级中学 （37）

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 （62）

杭州市萧山区第三中等职业学校 （45）

淳安县育才学校 （9）

富阳区职业高级中学 （76）

杭州市临平职业高级中学 （34）
千岛湖中等职业学校 （23）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 （2）

淳安县育才学校 （7）

温州技师学院 （4）

温州市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13）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89）

浙江第一高级技工学校 （29）

洞头区职业技术中学 （35）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16）

乐清市柳市职业技术学校 （90）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 （3）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28）

乐清市虹桥中学 （1）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98）

永嘉县四川职业学校 （17）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3）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101）

永嘉县四川职业学校 （16）

苍南县龙港第二职业学校 （28）

海盐县理工学校 （42）

嘉善中专 （17）

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1）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12）

嘉善第四中学 （1）

嘉善五中 （2）

嘉善县第三中学 （1）

嘉善信息技术工程学校 （19）

嘉善中专 （39）

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 （2）

嵊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34）

嵊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1）

泗洲中学 （1）

7:45 08:30-09:30 144

金华市( 16) ,

兰溪( 3),永康(

1),磐安( 38),

浦江( 36),江山
( 26),庆元(

24)

电子 周五 第2场102 111电子 2020年12月4日 9:15

电子 周五 第1场101 111电子 2020年12月4日 7:30

9:30 10:45-11:45 144

庆元( 41) ,缙
云( 38),遂昌(

22),松阳( 35),

临海( 1),温岭(

7)

电子 周五 第3场103 111电子 2020年12月4日 12:30 12:45 13:30-14:30 144

温岭( 61) ,仙
居( 1),天台(

46),宁波市(

36)

电子 周五 第4场104 111电子 2020年12月4日 14:15 14:30 15:45-16:45 144 宁波市( 144)

电子 周五 第5场105 111电子 2020年12月4日 17:00 17:15 18:00-19:00 144

宁波市( 13) ,

北仑( 4),镇海(

27),慈溪( 100)

电子周六 第1场106 111电子 2020年12月5日 7:30 7:45 08:30-09:30 144
慈溪( 90) ,余
姚( 54)

电子周六 第2场107 111电子 2020年12月5日 9:15 9:30 10:45-11:45 144

余姚( 28) ,奉
化( 42),宁海(

12),杭州市(

62)

电子周六 第3场108 111电子 2020年12月5日 12:30 12:45 13:30-14:30 144

杭州市( 62) ,

萧山( 45),富阳
( 37)

电子周六 第4场109 111电子 2020年12月5日 14:15 14:30 15:45-16:45 144

富阳( 78) ,余
杭( 34),淳安(

32)

电子周六 第5场110 111电子 2020年12月5日 17:00 17:15 18:00-19:00 142

淳安( 7) ,温州
( 122),瓯海(

13)

电子周日第1场111 111电子 2020年12月6日 7:30 7:45 08:30-09:30 144

湖州市( 3) ,洞
头( 35),乐清(

106)

电子周日第2场112 111电子 2020年12月6日 9:15 9:30 10:45-11:45 144
乐清( 29) ,永
嘉( 115)

电子周日第3场113 111电子 2020年12月6日 12:30 12:45 13:30-14:30 120
永嘉( 16) ,瑞
安( 104)

电子周日第4场114 111电子 2020年12月6日 14:15 14:30 15:45-16:45 120

瑞安( 12) ,平
阳( 21),苍南(

28),嘉善( 17),

海盐( 42)

电子周日第5场115 111电子 2020年12月6日 17:00 17:15 18:00-19:00 100

嘉善( 63) ,绍
兴市( 2),嵊州(

35)

考生进场检录前半小时先到东校区大剧院报到，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排队进入检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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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8）

江山中等专业学校 （27）

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 （30）

衢州中等专业学校 （40）

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 （16）

浙江省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 （3）

江山中等专业学校 （13）

龙泉市中等职业学校 （37）

松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5）

遂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3）

云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56）

临海市高级职业中学 （22）

临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51）

松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

仙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

浙江三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50）

椒江区中等职业教育集团-职中 （34）

宁波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11）

宁波市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60）

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1）

浙江三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31）

舟山职业技术学校 舟山技师学院 （1）

舟山职业技术学校 舟山技师学院 （6）

慈溪杭州湾中等职业学校 （2）

慈溪市技工学校 （13）

慈溪职业高级中学 （41）

宁波北仑弘途技工学校 （7）

宁波市鄞州区四明职业高级中学 （13）

宁波市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33）

宁波市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1）

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 （34）

慈溪杭州湾中等职业学校 （3）

慈溪市技工学校 （33）

奉化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47）

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 （30）

宁波技师学院 （1）

余姚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30）

207 112电工 电工周六 第2场 2020年12月5日 9:15 9:30 10:45-11:45 144 杭州市( 144) 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 （144）

富阳区职业高级中学 （1）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84）

杭州市萧山区高级技工学校 （11）

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 （20）

临安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6）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2）

杭州市临平职业高级中学 （66）
杭州市闲林职业高级中学 （40）

建德市工业技术学校 （16）

临安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1）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34）

温州技师学院 （3）

温州市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3）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50）

浙江第一高级技工学校 （1）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 （53）

安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25）

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78）

湖州技师学院 （23）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1）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 （17）

安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5）

大麻中心学校 （1）

嘉兴市建筑工业学校 （1）

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09）

桐乡技师学院 （27）

桐乡乌镇中学 （1）

海宁高级技工学校 （1）

海宁市高级技工学校 （15）

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 （65）

海盐县理工学校 （60）

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3）

海盐县理工学校 （21）

嘉善中专 （30）

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 （93）

绍兴市柯桥区职业教育中心 （30）

绍兴市上虞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5）

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 （16）

嵊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8）

新昌职业高级中学 （28）

诸暨技师学院 （37）

电工 周五 第1场201 112电工 2020年12月4日 7:30 7:45 08:30-09:30 144

永康( 3) ,武义
( 16),衢州市(

70),常山( 28),

江山( 27)

电工 周五 第2场202 112电工 2020年12月4日 9:15 9:30 10:45-11:45 144

江山( 13) ,云
和( 56),龙泉(

37),遂昌( 13),

松阳( 25)

电工 周五 第3场203 112电工 2020年12月4日 12:30 12:45 13:30-14:30 144

松阳( 20) ,临
海( 73),仙居(

1),三门( 50)

电工 周五 第4场204 112电工 2020年12月4日 14:15 14:30 15:45-16:45 144

三门( 31) ,椒
江( 34),舟山(

7),宁波市( 72)

电工 周五 第5场205 112电工 2020年12月4日 17:00 17:15 18:00-19:00 144

宁波市( 46) ,

北仑( 7),镇海(

1),慈溪( 90)

电工周六 第1场206 112电工 2020年12月5日 7:30 7:45 08:30-09:30 144

慈溪( 36) ,余
姚( 30),奉化(

48),杭州市(

30)

电工周六 第3场208 112电工 2020年12月5日 12:30 12:45 13:30-14:30 144

杭州市( 20) ,

萧山( 95),富阳
( 3),临安( 26)

电工周六 第4场209 112电工 2020年12月5日 14:15 14:30 15:45-16:45 144

临安( 11) ,余
杭( 106),建德(

16),温州( 11)

电工周六 第5场210 112电工 2020年12月5日 17:00 17:15 18:00-19:00 144

温州( 53) ,龙
湾( 1),瓯海(

3),瑞安( 34),

湖州市( 53)

电工周日第1场211 112电工 2020年12月6日 7:30 7:45 08:30-09:30 144

湖州市( 17) ,

德清( 23),长兴
( 78),安吉(

25),永嘉( 1)

12:30

17:15 18:00-19:00 144

绍兴市( 16) ,

柯桥( 30),上虞
( 25),嵊州( 8),

新昌( 28),诸暨
( 37)

电工周日第2场212 112电工 2020年12月6日 9:15 9:30 10:45-11:45 144

安吉( 5) ,嘉兴
市( 1),桐乡(

29),平湖( 109)

考生进场检录前半小时先到东校区大剧院报到，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排队进入检录室

14:30 15:45-16:45 144

海盐( 21) ,嘉
善( 30),绍兴市
( 93)

电工周日第5场215 112电工 2020年12月6日 17:00

12:45 13:30-14:30 144

平湖( 3) ,海宁
( 81),海盐(

60)

电工周日第4场214 112电工 2020年12月6日 14:15

电工周日第3场213 112电工 2020年1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