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提前招生考生须知

各位考生及家长：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2019提前招生综合素质测试将于2019年4月

21 日（周日）举行，现将考生须知公布如下：

（1）不需要现场确认。

（2）所有提前招生专业综合素质测试均在茶山校区进行，学校

地址：温州市瓯海区茶山高教园区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3）准考证打印将于 4 月 19-20 日开放。请同学们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4月 20 日登录我院提前招生网(http://tqzs.wzvtc.cn/)

——学生登录平台打印准考证。2019 年提前招生综合素质测试将分

别于 4 月 21 日上午或下午举行，请考生务必注意准考证时间安排并

提前半小时到校。

（4）请参加提前招生综合素质测试的考生务必带上身份证、准

考证，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不得进考区。

备注：为了您和大家的方便，请家长尽量不要开车，建议使用公共交

通工具；如有开车，请到达学校后尽快驶离，避免交通堵塞。

附：1.考生及家长休息和用餐地点

2.公交车路线一览表

3.学院周边酒店一览表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助力考生高考，我们为广大考生提供

1.免费职业倾向测试服务；

2.免费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服务；

3.最新招生资讯发布服务。

温职院招生办微信：wzyzsb86680020；

温职院 2019 年高考招生咨询 QQ群： 343253947；

招生咨询热线：0577-86680020、86680085

温职院招生办



附 1：考生及家长休息和用餐地点

为保障考场秩序，学院东门（示意图 A标志）仅供考生、考务人

员、工作人员进入，家长不得进入校园考试区；家长休息区设学院生

活区朝阳餐厅，家长可从学院北门（示意图 B 标志，位于中心北路）

步行进入家长休息区；车辆一律从学院西门（示意图 C标志，位于园

区西路）进入；考生及家长休息和用餐设在朝阳餐厅、好味园餐厅、

中快餐厅、嘉禾餐厅。

1. 校园示意图：A：学院东门（考生入口），B：学院北门（家长入

口），C：学院西门（车辆入口）

2.考生及家长休息和用餐区：朝阳餐厅、好味园餐厅、中快餐厅、嘉

禾餐厅



附 2：公交车路线一览表

相关到

温站点
车站-学校交通路线

铁

路

温州火

车站

可步行至瓯江大厦站，乘坐 B111、52 路公交车至茶山高教园区

职业技术学院站下车。

温州火

车南站
乘坐 83 路、131 路公交车至茶山高教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站下车。

（动车

车站）

公

路

汽车

新南站

可步行至瓯江大厦站，乘坐 B111、52 公交车至茶山高教园区职

业技术学院站下车。

新城

客运站
乘坐 52、54 路公交车至茶山高教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站下车。

客运

中心

乘坐 17 路公交车至茶山高教园区(南)站下车，步行 15 分钟左

右。

西站

方向
乘坐 B111 路公交车至茶山高教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站下车。

自

备

车

高速

公路

自备车辆若走高速公路（甬台温、温丽、沈海高速）来校报到，

请从温州（南）出口下高速，并驾车至茶山高教园区（约 10 分

钟车程）。



附 3：学院周边酒店一览

酒店名称 联系电话 地址 价格 距离

索特来文艺酒店 0577-89857777
温州瓯海区茶山街道高教园区

商务中心二期
320 元左右 步行 10 分钟

美丽园宾馆 0577-85770988 温州大学城商务中心 4楼 300 元左右 步行 10 分钟

宜必思酒店 0577-28987888
温州瓯海区茶山街道勤业路创

荣商业广场 4 幢
250 元左右 步行 15 分钟

温州聚商音乐连锁酒

店
0577-86685555 温州市茶山鞋城路 2 号 200 元左右 步行 15 分钟

温州艾懿苑宾馆 0577-86688118
温州茶山街道梅泉大街 258 号

（建设银行旁）
180 元左右 步行 15 分钟

爱客思时尚酒店 0577-86685118
温州市瓯海区茶山鞋城路 7 号

（永和豆浆进去）
200 元左右 步行 15 分钟

众豪连锁酒店 0577-56602699 温州市茶山镇梅泉大街 288 号 190 元左右 公交 25 分钟，驾车 6分钟

百灵宾馆 0577-86696677
温州市茶山街勤业路 75 号

（中国银行对面）
150 元左右 公交 25 分钟，驾车 6分钟

学苑商务宾馆 0577-28855801 温州茶山梅泉邮政大楼 150 元左右 驾车 5-10 分钟

波士湾宾馆 0577-86687887 温州茶山鞋城路 1 号 150 元左右 驾车 5-10 分钟

百乐商务宾馆 0577-28892999
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

上蔡村村委会大楼
190 元左右 驾车 10 分钟

温州帕兰翡翠大酒店 0577-85699999
温州市梧田大道 566 号

（近月乐西街）
300 元左右 驾车 20 分钟

温州汇丰商务宾馆 0577-88069999
温州南浦路 12 号（

汽车新南站后侧）
200 元左右 驾车 30 分钟

温州万豪商务大酒店 0577-88089191 温州火车站东首 370 元左右 驾车 30 分钟

云天楼米兰国际大酒

店
0577-88018888 温州南浦路天利嘉园 A幢 400 元左右 驾车 30 分钟

温州金悦丽嘉酒店 0577-86071915
温州市温州大道火车东站

东 500 米
220 元左右 驾车 30 分钟

温州阿外楼大酒店 0577-89999999 温州市瓯海大道东 1 号 500 元左右 驾车 2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