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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教办函〔2021〕331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十三五”
研究生人才培养改革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有关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研究

生教育教学改革，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推动现代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根据

有关文件精神，现就做好“十三五”研究生人才培养改革项目绩效

评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期末绩效评价

（一）总体要求。根据“整合社会优质资源，积极探索人才

培养供需互动新机制，着力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建设目

标，期末绩效评价工作采取学校自评、省教育厅会评相结合方式

进行。督促和引导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对照建设方案和评价指标体

系，凝练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经验，总结基地内涵建设阶段性成果，

梳理建设经费投入情况，进一步巩固和拓展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

地建设成效，充分彰显引领与示范作用，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质量提升提供经验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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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范围。2018年立项建设的45个浙江省首批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和2019年立项建设的32个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以

下简称基地，名单详见附件1）。

（三）评价程序。期末绩效评价工作分单位自评和省教育厅

会评。

1.单位自评。各基地对建设成果进行总结，认真填报《浙江

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总结验收考评表》（见附件 2），并提供

相关支撑材料。各基地所属单位自行邀请不少于 5 位专家（应包

含省学科评议组成员或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及 2 位企业行业专家，本单位专家回避）开展基地建设绩效评价

工作，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形成各单位自评报告和自评结果后

报省教育厅。

2.省级评价。根据各基地自评和单位审核情况，省教育厅委

托浙江省研究生教育学会邀请专家对各基地建设情况进行评价，

并结合专家审核意见，选择部分基地进行现场考察。现场考察基

地的名单及时间安排另行通知，现场考察结果将作为自评及专家

审核结果的补充。

3.结果认定。评价结果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档。

按照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得分 85 分以上的为优秀；得分 70—85

分的为良好；得分 60—70 分为合格；得分 60 分以下的为不合格。

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取消基地资格。同时，绩效评价结果将

作为“十四五”相关研究生人才培养改革项目立项建设的参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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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交材料。各基地所在单位提交绩效评价材料包括：

《浙江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总结验收考评表》（见附件2），

电子版和纸质版一式3份；《浙江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实

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打分表》（见附件3），电子版和纸质版一

式3份；《浙江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验收汇总表》（见附件

4），电子版和纸质版一式1份；进站导师、校外导师和研究生花

名册、实践教学培养方案等研究生培养和就业情况等佐证材料

（电子版）；申报高校与合作单位合作的代表性科技计划项目立

项批文（电子版）；申报高校与合作单位合作科研取得的专利、

技术标准、科研获奖证书、论文、教学案例获奖证书、实践成果

获奖证书等代表性培养成果等佐证材料（电子版）；基地建设计

划、相关管理制度及支持配套政策文件等佐证材料（电子版）；

其他证明基地建设成效的有关材料（电子版）。

二、2020 年优秀研究生课程立项建设验收

（一）总体要求。坚持立德树人，遵循研究生教育教学规律，

推进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坚持质量至上，按照“立项申报、建

设实施、审核认定”基本程序，强化课程建设质量管理和监控；

坚持共建共享，支持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主动开发和积极应用优质

课程，鼓励跨单位联合研发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平台稳步推

动课程共享和学分互认。

（二）验收范围。2020 年立项建设的优秀研究生课程，2019

年立项建设申请延期验收的课程（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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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方式。委托浙江省研究生教育学会组织专家对立

项建设课程的课程视频录制质量、学习效果、总结报告等材料进

行审核，综合判断后提出验收意见。验收通过的课程认定为省级

优秀研究生课程。对验收未通过的和目前自评尚未达到验收条件

的课程，给予延长一年建设期，届时仍未达到验收条件或验收未

通过的，将取消其认定为省级优秀研究生课程的资格。

（四）提交材料。各立项建设课程所在单位提交验收材料包

括：《浙江省立项建设优秀研究生课程验收总结表》（见附件

6），电子版和纸质版一式 1 份；《浙江省申请验收优秀研究生

课程汇总表》（见附件 7），电子版和纸质版一式 1 份；线上线

下相结合类型课程可补充提交课程开课情况的说明，电子版和纸

质版一式 1 份。

三、报送要求

请各单位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前将绩效评价材料报送至浙

江省研究生教育学会秘书处。其中，电子版材料请以“学校名称-

材料名称”方式命名后发送至邮箱 zjyjsjy@zju.edu.cn；纸质版材

料送寄至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区研究生

教育综合楼 903。逾期和不符合报送要求的将不予受理。

联系人：省教育厅高教处徐婳，电话：0571-88008981。省

研究生教育学会秘书处朱丹薇，电话：0571-88206386。

附件：1.浙江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名单

mailto:zjsxwblg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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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浙江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总结验收考评表

3.浙江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实效评价指标体

系自评打分表

4.浙江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验收汇总表

5.浙江省优秀研究生课程立项建设名单

6.浙江省立项建设优秀研究生课程验收总结表

7.浙江省申请验收优秀研究生课程汇总表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8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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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浙江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名单

浙江省首批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名单（2018年）

序号 基地名称 牵头建设单位

1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网新恒天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 浙江大学

2 浙江大学—浙江中控—工业控制技术研究生教育创新示范基地 浙江大学

3 建筑与土木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示范基地 浙江大学

4 浙江大学—余杭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大学

5 浙江大学余姚机器人研究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大学

6 浙江大学—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大学

7 浙江大学—浙能集团研究生教育创新示范基地 浙江大学

8 浙江大学—舜宇集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大学

9 浙江大学—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研究生工作站 浙江大学

10 中国美术学院上虞游戏艺术研究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中国美术学院

11 中国美术学院—杭州硕林纺织有限公司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中国美术学院

12 浙江工业大学—义乌市人民政府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工业大学

13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工业大学

14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省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园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工业大学

15 知行研合一的教育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师范大学

16 以课改实践提升专业素养的教育硕士培养基地 浙江师范大学

17 浙江师范大学基于U—G—S 协同的教育硕士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师范大学

18 浙江师范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师范大学

19
宁波大学‐宁波市镇海区龙赛中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宁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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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宁波大学—象山县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宁波大学

21 宁波大学—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宁波大学

22 浙江理工大学—新昌研究院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浙江理工大学

23 浙江理工大学纤维材料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理工大学

24 浙江理工大学流体工程装备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理工大学

25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华为 IT 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安吉智能制造术研究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宇视—海康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 IT 创新实践基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9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专业学位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工商大学

30 计量测试技术工程硕士联合培养实践基地 中国计量大学

31 中国计量大学上虞高等研究院（研究生分院） 中国计量大学

32 浙江海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海洋大学

33 浙江农林大学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浙江农林大学

34 浙江农林大学—杭州市余杭区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农林大学

35
浙江农林大学—浙江嘉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专业学位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农林大学

36 温州医科大学—浙江省台州医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温州医科大学

37 浙江财经大学现代城市治理人才培养协同创新基地 浙江财经大学

38 浙江财经大学—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财经大学

39 浙江科技学院前湾新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科技学院

40 浙江万里学院生物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万里学院

41 杭州学军中学 杭州师范大学

42 杭州师范大学新安硅谷研究院研究生培养基地 杭州师范大学

43 温州大学—浙南科技城激光光电智能制造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温州大学

44 绍兴文理学院—华汇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绍兴文理学院

45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嘉善县域治理与科学发展教学实践基地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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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浙江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认定名单

序号 基地名称 牵头建设单位

1 浙江大学－阿里巴巴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大学

2 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大学

3 浙江大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大学

4 浙江大学－晶盛机电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 浙江大学

5 浙江大学－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大学

6 浙江大学－圣奥集团有限公司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大学

7 浙江工业大学平湖市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工业大学

8 浙江工业大学新昌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工业大学

9
浙江工业大学金华经开区数字经济产业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工业大学

 10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工业大学

11
浙江工业大学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研究生实践教育基地
浙江工业大学

12 宁波大学天台县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宁波大学

13
宁波大学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组委会翻译硕士专业

研究生教育创新实践基地
宁波大学

14 浙江理工大学达利/嘉欣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理工大学

15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上虞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舟山同博海洋电子信息研究院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温州研究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立昂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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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一带一路”智能信息技术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专业学位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工商大学

21 中国计量大学杭州滨江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中国计量大学

22 中国计量大学杭州新松机器人研究生实践基地 中国计量大学

23 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市中医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中医药大学

24 浙江农林大学诸暨市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农林大学

25
浙江农林大学庆元县实验林场专业学位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农林大学

26
浙江农林大学浙江惠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农林大学

27 温州医科大学瑞安市人民医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温州医科大学

28
浙江万里学院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学位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万里学院

29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求是教育集团（总校）

研究生合培养基地
杭州师范大学

30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杭州师范大学

31
湖州师范学院湖州市中心医院医教协同培养护理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基地
湖州师范学院

32 浙江音乐学院浙江交响乐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浙江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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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浙江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总结验收考评表

（由基地所在高校与合作单位联合填报）

基 地 名 称

所 在 高 校

合 作 单 位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电 子 邮 箱

浙江省学位办制表  

二○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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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一、适用和填报对象

本表适用于浙江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由基地所在高校作为被

考核主体负责相关材料的准备，联系人为基地负责人。

二、统计时间

本表主要统计一个建设周期内的相关数据和情况。

三、本建设周期内基地所在高校与合作单位开展科研合作情况及

取得的成效

1．“合作项目”指本建设周期内经各级主管部门批准予以立项支持

或自筹经费的研发项目。

2．“合作科研取得的标志性成果”：选择不超过5项最具代表性的

合作科研成果，按成果名称、取得的专利、论文、获奖以及经济社会

效益重点阐述。

四、本建设周期内基地所在高校与合作单位联合培养研究生情况

五、填写要求

填写本表前，应先仔细阅读填写说明，务必实事求是填写；本表

所有信息须全部填写，不存在的内容一律填“无”；填写本表栏目时，

如需要，可加附页。

六、其它

本表作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绩效考核及存档备查之用，A4纸双

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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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建设周期内基地与合作单位开展科研合作情况及取得的成效

年份

合作项目

名称

合作研究内容

投入经费总计

（万元）

取得的成效

合作项目

（限填5项）

发表论文（篇）

授权专利

总数（项）

其中授权发明

专利数（项)

取得合作

科研成果

获得省部级及

以上奖励数

（项）

获得其他

奖励数

（项）

制定标准数

（项）

合作科研

取得的标

志性成果

（限填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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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建设周期内基地与合作单位联合培养研究生情况

硕士生数

高校进站导师数

合作单位人员担任

校外导师数

博士生数

学术型 专业型

请简述进站研究生主要培养举措及就业情况，如培养过程情况、实践考核情况、高水平论文发

表情况、专利获得情况、创新成果获奖情况、就业去向等，不超过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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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地制度建设和基本运行情况

请简述基地管理架构、制度体系、经费使用、条件保障等情况，不超过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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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地特色亮点及存在的问题

在导师队伍建设、研究生培养、校企合作等方面的创新举措，以及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困

难、解决方法等，不超过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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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负责人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基地所在高校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合作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 17 -

高校自评意见：

                            

评审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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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浙江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实效
评价指标体系自评打分表

学校名称（公章）：

基地名称：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观测点 自评分

建设

目标
4 有明确、合理的建设目标，与地方产业结合紧密。

导师

队伍
6

参与基地建设的校内导师数量、学历、职称和行业兼职情

况；基地担任研究生校外导师的数量、学历、职称和行业

兼职情况。
基本条件

（25）

支撑

条件
15

能提供研究生实践的实习场地、仪器设备；有能够满足研

究生办公、食宿、安全保障的基本条件；有充足的产学研

合作项目作为研究生课题；有充足的经费支撑技术研发与

专业实践；能为研究生提供必要生活补贴或奖学金。

规章

制度
5

制定包括导师职责、基地管理、联合培养协议、研究生管

理（包括思政）、日常考核等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
管理制度

（10） 基地

管理
5

有完善的基地管理机构，负责导师、研究生和基地其他事

务的管理；监控研究生培养情况，对研究生的学业、科研、

实践等情况定期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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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观测点 自评分

培养

规模

10
培养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年均5人不得

分，6-10人4分，10-20人6分，20人以上10分）

培养

过程

15

学位点制定契合行业企业需求的培养方案；有适量的契合

行业需求的校企合作课程；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源于产

学研合作项目；培养过程各环节都有明确具体的考核要求；

校外导师能参与研究生学位论文各个环节；校内外导师能

够对研究生培养情况进行必要的、经常性的交流。

实践

考核

10

研究生在基地从事专业实践的有效时间达到培养方案要

求；有合理的考核方法，对研究生的实践过程及实践结果

进行考核评价。

实践

成果

15

校企联合申请的科研项目情况；研究生在基地参与发表的

论文和申请专利情况；实践成果的转化情况；研究生参与

研发技术或产品获得奖项； 相关教学案例、课程认定为

省级课程情况；其他实践成果等。

人才培养

（60）

就业

发展

10
基地联合培养的研究生毕业后继续服务当地的情况；就业

岗位专业对口情况等。

特色（5） / 5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在基地建设、校企合作课程建设、导

师评价、研究生评价及研究生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举措。

总分

评审专家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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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浙江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绩效评价汇总表

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认定年度：填写2018年或2019年。

序号 基地名称 认定年度 合作单位 基地负责人 适用专业学位类别（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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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浙江省优秀研究生课程立项建设名单
一、申请延期验收的2019年立项建设课程

序号 培养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负责人

1 宁波大学 研究生科研基础培训 完全在线 赵基源

2 浙江科技学院 自然辩证法概论 线上线下结合 钭利珍

3 浙江传媒学院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

论
线上线下结合 戴月华

4 杭州师范大学 自然辩证法概论 线上线下结合 奚颖瑞

5 绍兴文理学院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线上线下结合 陈忠清

6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

践研究
线上线下结合 陈立旭

7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八八战略 完全在线 徐明华

二、2020年立项建设省优秀研究生课程名单

序号 培养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负责人

1 浙江大学 创新设计研究 完全在线 周磊晶

2 浙江大学 数据智能与应用 完全在线 陈积明

3 浙江大学 数字出版研究 完全在线 陈  洁

4 浙江大学 传递现象 线上线下结合 赵俊杰

5 浙江大学 大数据健康科学 线上线下结合 吴息凤

6 浙江大学 腐蚀混凝土结构学 线上线下结合 夏  晋

7 浙江大学 高等分析化学 线上线下结合 邬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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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养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负责人

8 浙江大学 高等教育史 线上线下结合 汪  辉

9 浙江大学 高等空气动力学 线上线下结合 张文普

10 浙江大学 高等数理统计 线上线下结合 黄  炜

11 浙江大学 工信交叉前沿技术 线上线下结合 刘振宇

12 浙江大学 管理沟通 线上线下结合 魏  江

13 浙江大学 河口学 线上线下结合 贺治国

14 浙江大学 基因组学 线上线下结合 寿惠霞

15 浙江大学 空间生物学导论 线上线下结合 华跃进

16 浙江大学 民族传统体育Ⅰ-太极拳 线上线下结合 吴  剑

17 浙江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方法学 线上线下结合 封洲燕

18 浙江大学 数字法学 线上线下结合 高艳东

19 浙江大学 问卷调查方法 线上线下结合 张跃华

20 浙江大学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

战略
线上线下结合 祝增荣

21 浙江大学 研究生论文写作指导 线上线下结合 王晓萍

22 浙江大学 运筹学 线上线下结合 梁  军

23 浙江大学 运动素质课 线上线下结合 潘雯雯

24 浙江大学 运营管理与分析 线上线下结合 周伟华

25 浙江大学 知识图谱 线上线下结合 陈华钧

26 浙江大学 智能制造科技前沿导论 线上线下结合 杨华勇

27 浙江大学 紫金创享.创业大讲堂 线上线下结合 郑  刚

28 浙江大学 组合优化 线上线下结合 谈之奕

29 中国美术学院 传统与创新设计研究 线上线下结合 毕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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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养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负责人

30 中国美术学院 交互设计方法论 线上线下结合 胡晓琛

31 中国美术学院 品牌设计与拓展策略研究 线上线下结合 段卫斌

32 中国美术学院 设计创新思维 线上线下结合 王昀教

33 中国美术学院 手工艺术创作方法研究 线上线下结合 周武教

34 中国美术学院
首饰与金工创作方法论研

究
线上线下结合 汪正虹

35 中国美术学院 艺术史学史 线上线下结合 范白丁

36 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传统壁画临摹与修复 线上线下结合 王一飞

37 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传统绘画临摹 线上线下结合 韩璐教

38 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山水观与山水画 线上线下结合 孔令伟

39 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山水画写生与

创作研究
线上线下结合 张捷教

40 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写意花鸟画理论与

创作方法
线上线下结合 刘海勇

41 中国美术学院 综合性系统设计 线上线下结合 成朝晖

42 浙江工业大学 网络与信息安全 线上线下混合 陈铁明

43 浙江工业大学 高等传热学（双语） 线上线下结合 胡艳军

44 浙江工业大学 高等统计物理 线上线下结合 吕  斌 

45 浙江工业大学 机器人工程（双语） 线上线下结合 鲍官军

46 浙江工业大学 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线上线下结合 吴  宝 

47 浙江工业大学 食品酶学（双语） 线上线下结合 吕  飞 

48 浙江工业大学 现代催化剂表征技术 线上线下结合 李  瑛 

49 浙江工业大学 药物生物信息学 线上线下结合 李  骏 

50 浙江师范大学
中外交流与13-14世纪丝路

纪行
完全线上 邱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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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养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负责人

51 浙江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综合英语》 完全在线 骆巧丽

52 浙江师范大学 环境磁学 线上线下 贾  佳

53 浙江师范大学 当代文学英译研究 线上线下结合 陈芳蓉

54 浙江师范大学
多重尺度方法在物理学中

的应用
线上线下结合 李慧军

55 浙江师范大学 儿童文学原理 线上线下结合 吴翔宇

56 浙江师范大学 高级图像处理及应用 线上线下结合 张长江

57 浙江师范大学 逻辑动态系统理论 线上线下结合 刘  洋

58 浙江师范大学 生物多样性研究方法 线上线下结合 彭国全

59 浙江师范大学 世界上古中古史 线上线下结合 刘昌玉

60 浙江师范大学 训诂学 线上线下结合 殷晓杰

61 浙江师范大学 中非人文交流 线上线下结合 王  珩

62 浙江师范大学 中小学英语教学研究方法 线上线下结合 胡萍萍

63 宁波大学 生活中的毒理学 完全在线 徐  进

64 宁波大学 案例研究方法 线上线下结合 彭新敏

65 宁波大学 高等分析化学 线上线下结合 干  宁

66 宁波大学 民事诉讼法 线上线下结合 蒲一苇

67 宁波大学 有限元分析与应用 线上线下结合 黄海波

68 宁波大学 渔业案例分析与研讨 线上线下结合 王春琳

69 浙江理工大学 染整导论（全英文课程） 完全在线 周  岚

70 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流行分析与预测 线上线下结合 刘丽娴

71 浙江理工大学 模式识别与图像处理 线上线下结合 李俊峰

72 浙江理工大学 休闲与时尚翻译 线上线下结合 刘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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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养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负责人

73 浙江理工大学 研究生综合英语 线上线下结合 张忻波

74 浙江理工大学 药用植物与分子生药学 线上线下结合 梁宗锁

75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材料现代表征技术 线上线下结合 李红霞

7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工程伦理 线上线下结合 刘  鹏

7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光电子技术 线上线下结合 毕美华

7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中级计量经济学 线上线下结合 孙景蔚

79 浙江工商大学
“人工智能+商事主体法”课

程改革研究
线上线下结合 马齐林

80 浙江工商大学 《新闻传播前沿理论》 线上线下结合 李  蓉

81 浙江工商大学 IT与企业管理 线上线下结合 孙  元

82 浙江工商大学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线上线下结合 裘益政

83 浙江工商大学 对比语言学 线上线下结合 李丹弟

84 浙江工商大学 食品胶体化学 线上线下结合 陈忠秀

85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线上线下结合 夏金梅

86 浙江工商大学 自然辩证法概论 线上线下结合 王华英

87 浙江工商大学 组织行为学 线上线下结合 肖余春

88 中国计量大学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与标准 完全在线
张勇、陈汉

君

89 中国计量大学 电力系统微机保护与控制 线上线下结合 王  颖

90 中国计量大学 设计学研究方法 线上线下结合 肖金花

91 中国计量大学 生物数据分析 线上线下结合 叶子弘

92 中国计量大学 数值分析 线上线下结合 周亚东

93 浙江中医药大学 方剂配伍理论 线上线下结合 季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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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养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负责人

94 浙江中医药大学 高级护理实践 线上线下结合 沈翠珍

95 浙江中医药大学 骨科学 线上线下结合 童培建

96 浙江海洋大学 工程伦理 线上线下结合 卢金树

97 浙江海洋大学 食品微生物学进展 线上线下结合 陈  静

98 浙江农林大学 非线性光纤光学 线上线下结合 王悦悦

99 浙江农林大学 高级园艺栽培生理 线上线下结合 朱祝军

100 浙江农林大学 兽医流行病学专题 线上线下结合 宋厚辉

101 浙江农林大学 现代林业信息技术 线上线下结合 王懿祥

102 浙江农林大学 现代农业概论 线上线下结合 赵光武

103 浙江农林大学 仪器分析 线上线下结合 郭  明

104 浙江农林大学 植物细胞生物学前沿 线上线下结合 沈锦波

105 温州医科大学 护理学进展 线上线下结合 陈燕燕

106 温州医科大学 急诊医学进展 线上线下结合 卢中秋

107 温州医科大学 生物医药与转化医学 线上线下结合 李校堃

108 温州医科大学 医学统计学 线上线下结合 施红英

109 温州医科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线上线下结合 刁小行

110 浙江财经大学 计量经济学 线上线下结合 王鑫鑫

111 浙江财经大学 社会学原理 线上线下结合 唐  瑶

112 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发布实务 线上线下结合 周玉兰

113 浙江万里学院 基因工程原理及应用 线上线下结合 王忠华

114 浙江万里学院 数据库实践技术 线上线下结合 杨爱民

115 杭州师范大学 日本文学概论 完全在线 孙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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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养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负责人

116 杭州师范大学 财富管理 线上线下结合 张学东

117 杭州师范大学 媒介文艺学 线上线下结合 单晓溪

118 杭州师范大学 土壤化学分析与实验 线上线下结合 朱维琴

119 杭州师范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导论 线上线下结合 刘雪娇

120 杭州师范大学 学前儿童心理学研究 线上线下结合 朱晓斌

121 杭州师范大学
学校教育法律问题案例研

究
线上线下结合 王雁琳

122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线上线下结合 邵宁宁

123 温州大学
激光智能制造技术前沿与

创新
线上线下结合 冯爱新

124 温州大学 鲁迅研究 线上线下结合 彭小燕

125 温州大学 生物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 线上线下结合 林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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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浙江省立项建设优秀研究生课程
验收总结表

课程名称

所在单位

课程学习方式    完全在线    □ 线上线下结合

课程适用对象

课程负责人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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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负责人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  历 学  位 电  话

专业技

术职务

行　政

职　务

传  真

所在单位

院  系 E-mail

课程负责

人基本

信息

地  址 邮  编

姓名 单位 职称 出生年月 任务分工

课程团队

人员情况

课程拟认定学分     （学分） 单位实际资助情况 （万元）

课程适用对象

课程简介（课程在学科（专业领域）人才培养的作用，受众定位，学生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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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情况（目前本课程的开设情况，开设时间、年限、授课对象、授课人数、

历年学生及管理人员评价以及课程视频制作、上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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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内容及预期成果（课程建设的主要内容、预期产生的成果、教学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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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目标达成情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活动设计、学生学习评价等建

设目标达成和执行请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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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成果（包括论文、习题集、试题库、教学案例、教材、实验指导手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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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负责人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课程所在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意见

 

专家组组长：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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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浙江省申请验收优秀研究生课程汇总表
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1.课程类型：完全在线、线上线下结合；2.适用对象：填写适用的研究生层次及所属学科门类，如工学博士；3.参与人数：填写

课程实际学习参与人数；4.课程网址：填写课程观看链接，如需登录观看，请提供观看账户。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负责人 适用对象 参与人数 上线平台名称 课程网址


		PFNpZ25hdHVyZT48c2lnblZlcj40PC9zaWduVmVyPjxpc0Nsb3VkPjA8L2lzQ2xvdWQ+PHNpZD4wPC9zaWQ+PHNpZ25EYXRlPjIwMjEtMTItMjggMTc6MTY6MTc8L3NpZ25EYXRlPjxjZXJ0U04+MjAwMzEwMDAwODEyMTI8L2NlcnRTTj48Y2VydEI2ND5NSUlDMmpDQ0FvQ2dBd0lCQWdJSElBTVFBQWdTRWpBS0JnZ3FnUnpQVlFHRGRUQlNNUXN3Q1FZRFZRUUdFd0pEVGpFYk1Ca0dBMVVFQ2d3U01USXhNREF3TURBd01EQXdNVGd3TXpKQk1ROHdEUVlEVlFRdERBWkNNREF4TURJeEZUQVRCZ05WQkFNTURFTkZSMDVmVTBWQlRGOURRVEFlRncweE9URXlNVEV4TmpBd01EQmFGdzB5TWpFeU1USXhOVFU1TlRsYU1Fd3hDekFKQmdOVkJBWVRBa05PTVNRd0lnWURWUVFLREJzeE1UTXpNREF3TURBd01qUTRNakE0TWxqbGlwN2xoYXpscnFReEZ6QVZCZ05WQkFNTURqTXpNREF3TURBd01ESTBNakUyTUZrd0V3WUhLb1pJemowQ0FRWUlLb0VjejFVQmdpMERRZ0FFNzR4RHQvSCtENkNmVkswYWpjZ2dTeWNVaEJuS3hyZGdPZEgrQTJ5K2I5c3ZYZmtNQjlIR2J0cEtUcWxSSEhzajY4cVlYdE9LejRSY3ZKL2pyc0xOSDZPQ0FVVXdnZ0ZCTUF3R0ExVWRFd0VCL3dRQ01BQXdId1lEVlIwakJCZ3dGb0FVcStHeDUyM3FwdFE0Tmh0Vmp4a2FsV1k5ZHBZd0hRWURWUjBPQkJZRUZLYlZFc2F6czc0RVdrUTVpaEdIOW9HOUVlcmpNRlFHQTFVZElBUk5NRXN3U1FZSUt3WUJCUVVIQWdFd1BUQTdCZ2dyQmdFRkJRY0NBUll2YUhSMGNEb3ZMM2QzZHk1emRHRjBaV05oTG1kdmRpNWpiaTlEYjJ4MWJXNHZRMjlzZFcxdVh6STBPQzVvZEcwd0RnWURWUjBQQVFIL0JBUURBZ2JBTUIwR0ExVWRKUVFXTUJRR0NDc0dBUVVGQndNQ0JnZ3JCZ0VGQlFjREJEQXVCZ05WSFI4RUp6QWxNQ09nSWFBZmhoMU1aR0Z3T2k4dk5Ua3VNalUxTGpFeU9DNHpPak00T1RBdll6MWpiakE4QmdnckJnRUZCUWNCQVFRd01DNHdMQVlJS3dZQkJRVUhNQUtHSUV4a1lYQTZMeTh4T1RJdU1UWTRMakl3TWk0eE9ETTZNemc1TUM5alBXTnVNQW9HQ0NxQkhNOVZBWU4xQTBnQU1FVUNJUUR5MmdubXFwUjBEbDd1UFBJMjZoZXpMQXFMalE5bU43SU50VW5WOUZtdjB3SWdadUdYOTV0dTJKVWVFU1l6b2VZWHljeWV0UVZESUxLVE1zSHgwQWJIYjdjPTwvY2VydEI2ND48c2lnbmF0dXJlQWxnb3JpdGhtPjEuMi4xNTYuMTAxOTcuMS41MDE8L3NpZ25hdHVyZUFsZ29yaXRobT48c2lnbkxpc3Q+PHNpZ25UeXBlPjE8L3NpZ25UeXBlPjxwb3NQYWdlPjU8L3Bvc1BhZ2U+PHBvc1g+NDAyPC9wb3NYPjxwb3NZPjQ0ODwvcG9zWT48c2VhbE9wYWNpdHk+MjMwPC9zZWFsT3BhY2l0eT48c2VhbD5QRk5sWVd3K1BFaGxZV1JsY2o0OFNVUStSVk04TDBsRVBqeDJaWEp6YVc5dVBqUThMM1psY25OcGIyNCtQRlpwWkQ1VWFXMWxWbUZzWlR3dlZtbGtQanhzWlc1bmRHZytQQzlzWlc1bmRHZytQQzlJWldGa1pYSStQRk5sWVd4SmJtWnZQanhsYzBsRVBqTXpNREF3TURBd01ESTBNakUyUEM5bGMwbEVQanhRY205d1pYSjBlVWx1Wm04K1BIUjVjR1UrTmp3dmRIbHdaVDQ4Ym1GdFpUN210Wm5tc1ovbm5JSG1sWm5vZ3JMbGpvWGxpcDdsaGF6bHJxUThMMjVoYldVK1BHTnlaV0YwWlVSaGRHVStNakF4T1MweE1pMHhNaUF4TlRvME1Ub3dOand2WTNKbFlYUmxSR0YwWlQ0OGRtRnNhV1JUZEdGeWRENHlNREU1TFRFeUxURXlJREUyT2pNd09qQTJQQzkyWVd4cFpGTjBZWEowUGp4MllXeHBaRVZ1WkQ0eU1ESXlMVEV5TFRFeUlESXpPalU1T2pVNVBDOTJZV3hwWkVWdVpENDhMMUJ5YjNCbGNuUjVTVzVtYno0OFVHbGpkSEoxWlVsdVptOCtQSFI1Y0dVK1VFNUhQQzkwZVhCbFBqeGtZWFJoUG1sV1FrOVNkekJMUjJkdlFVRkJRVTVUVldoRlZXZEJRVUZuU1VGQlFVbEJRMEZaUVVGQlJIZHFVVlJJUVVGQlpHaHJiRVZSVmxJME1uVXpaREl4U25KU04xcEdWV1l2TDFRM2RuRjRVa1UzVFVGYVNrc3pUbVZYTkN0cVFqZDFUMUZqZWt4NVN6UkZlRVk1TDBGUlFVRkJRVUZCUVVGQlFVRkJRVUZCUVVGQlFVRkJRVUZIYWtNekx5OHZkaXM0WlRjdk5qTkxaMnRCVVV0SVJDOWtWVVJRSzB4NGJUQkJVVU5SUVVGRWNubExiaTl5VVdOUlEwRlJPU3RFVGtGQlFVaFFiMlZ3UVVGQk5FcEVNMGxCYjBGQlFXVXZRbnBGUVVGRWFuZFFVV2REUVUxRWFEY3dSVTFCUVVOWVJHNDBRelJGUlVkQlRVRnlabmM0VUdOblFVRkVialJRUkRGSlFVRkJOVGxFZHpsVFFVRkJUMlpuSzFCa05GTkJTRUZCUVVGbVJIZGpSbk5CUVVOVFozb3lTREV3Tmtkc1VtOVJRVUZDZWpoRWFIUTVTWGRSUVRSRFFuaHBUMmt4Wm1kTFFWRTRSV2haUkdKTlFWRkJTV1ZaUm5aWWMzZEpRVUZvZW1kV05YRm9hV0pOYXpJMFEwbEJSME5ISzJKTldFRkZVWHBKU1dGYWN5dGpRVkpFUVdkb2FtMHdVbmREUlV4YVEwWnRZbGR5UVVsUmNVMUpWbHAwYWsxQmFFTmxRV2hTYlRKc2QwUkZTbHBEUlcxaVpHNUJUVkZwYzBsUk5YUTRUMEZDUWl0blRESjNSWGRFTWtKS01YVjNTamRaUmxGQmEwRk1RWG81WjFsQlFWRkVjMnRTTUVOTlEzRTBaRUZDTW5sdk5FSTRUVzltYzBjNU1rUlJRVXBCVDNsbWRsRlFaMVpSYkdkS0t6Qm9aMEpyVTI5QlQwRXpVVlJuVmxGalFVMW5RbWRST0VOdlVFVkVZMEZUZURaU1UwWkpRVUpKVUZsTGEwVTJRVUZwTlhSMEt6SXljMEY0VTFKQk9WcEZlRFF5Y0dkNGQwZFJRVXBvZUZGdFJHWkJVVVZ3Umt4Q09YaDBXRWczWjAxRFVVRkNaeXRhZVhKclUzZEJURXd5YkM4M2FESndiMjlKZVVGVmVVRkdhakJvVVVsbk1VZGlUblpKY2twRFkwSjVWeXMwVVVWU1ExTTVaVnBsZEdaTWVWRnpWVUpGY2tSeFRVWkdZa2xwUWtReFFqaG5RVVZ6VUVVM1YzVXlWSFZXY1hCTmJrdG5NREJzVVVNeFprc3dWelp5TlVoQmRIbFJiVmN5UVVKTVoxWkpRVTlZS3pORGNYWnNTSHBKYlZCTlRtcENTMEYwVTFaRFJYbGFOMk5xYm5GcFptMUhlVUZDZHl0MVlqQlRkakZ5TVZCRVltSXlVMDUzUVVwVlIwMXBUVVpaUjJKMk1YRnhURFpaWTJGRVZuZFhPRW8yTkhWQlZ6UkZOazhyUVROaVQxRlJORUZoUVVOTFZEQlVhQzk1WkRCSVVETkJORUZLUjBKQlJHWXZOVE0xTDFWdVVXcHpka0l6VkUwM1kwUjNTbXBSVlRjNUx6RXJTa1V2WmxKemRHbEVja1o0YTBGRFRVSm5SVmhxYm5aNVkwTXJNalJIT1VsdlRVRkRVbWRqUXpGUWFHSXpLM3BTUjBKUU55dE9jRVVyTlM5WVJrdDNUMHBaY0dwQlVtVkRTVVFyYW1SUVFsQlRTa1JCUVdwUmF6RmtZWGd6Ynl0cWFGaENRMUZpUjFGRVMyaEtjVFl4Y2pOcE1UZ3JXa2x4UWtSb1FVRm5RVlZVWnl0Qksyd3lVbUV6UVZoeGJqTnlRVkZzZFU1cGFtWllURGQxYUdwNkx6WndTMmw1UTNoWWFHTmFlbU16ZEZoeWEwNXpRblZ4YWpCelowZFdXVWwzU2paV1VITjNNVEE0ZVVGS1EwRTFVa3BCUWtoaFNuZEtVRzVoWmxCSlFVcEJZV1ZwY21OVWQxSXdjWEJaVFd0SlFWcE5Oa05wU1VGRk5FaDBOVFpHZEU5MllrUnJaMEZ5VFhsVmJGWkNRVTVVT1dGUE16QmljMlIwUVZGc2QwMTNRMUZCUTBwM2RtRmpObFpHYzBkaWRsaFZTRXhuV21kSFJUSXlTVlp4YmpsV1lraGFiM1JDZFRnclluZ3diRUY2UkVWb2NtNUtZbEZCVWtsQlRqSnRaM2RCU2tsQlNWQlBjWG8zY0VGQ1RUVklZbHA0VlVaRFpFTklUa0pHTkRreVVIRTFTVFJpUVdJd2JVRjZRMjlvY0ZsSkwxQnZlR1JZVjNWQ1QyZDJSMWxCUWs1aVJFSXZZMnB2WlZsWWJtSk9aa2xuVURaeVQxVnFRU3R3TldzNVpucHJlRGw2VjNsNFRqZGtia3AyWWlzeUwzcFRWVVJOU2xOSGN6UkZSVnBPZDBkaVNubE9Oa2d5UzJWUFpFSm1VMVZFVFVsM1IwMDNhM1pGZVZKbmVUTjRSVGN4VkVWbU1pOW1ZVGdyU21GdlNVRnJTVUZ5Wmxoa2R6bE1iR3g1SzNGc2RtRTRlRXg1YjBwRmFrTTBVRFZ0T1VZeGIzcFNUMFF5T0RkWE5XSm5ZbWQ1YUV0WUszUk9Ra0ZOTVU1WVNqQnlNMUZpV1ZacVkwUkZSa2xIY2poc2RHZEdPRE50ZVVWQ1ZETTNaemN2VW5wMGNUSXhOVEJuVmxGUlMwbFJTR3RLYlVSWkwyMVVWMHd2YlRCQ2JTdHdiVUZGVEV0dlFWZ3hjV04yYUhZdmJGRjVXbUZ1ZVVZNFluUkxSbXRCU1V4TFowRllNbkV2VEVKa1VFcDZZamw1Y21wSk9VSkNUV2RCUkVKSlNqQlBLMUYyYlN0WmNGWk9NWEpRZDNwQ1dGb3JlbXMyY205cFJXbEJabTlrTTNWMWNEZ3hWRGwzUTJORE9XeHZVRkZSVERCMlJWTjJTamcxVlRscWRqTmFaaXRrUVhSMmJHUm5RbVZIVjBvMGVqZFBaVk12WmpaV2JteFdaQzlQVUVST2EzVmxkelJUWjAxR09YSXZRVGhQZEdFeldXc3lTV2RFTTFoVUwyZ3laMDQyTTNWQldHOU1aMHN6WVROUWVqRnpUQ3Q1TTJ3NVRsTkRSMUprT1V4MmJqRjRiSGh5Wm5KekswNVFjRUZCVHpZck0wSnpUMmMyVUhacVNHMDVLMmc0U0VsMWJGaEtRVXAwUmtKeVFtTkJaM2xLU1VscFZXZE5jbm94ZFd0T2JIVjVLMFJPUW5KM01FRkRPVVF6YkdRNGQyNTZNVEp1UjNSb0wwOWhSR1pvYjBGSk5raHVjbmd2V21GV2VGWkVhMEZIVVVGQ1EwSjBaVGxsTVRCWFJ6ZE1OVTB3U0hWT1JuZE1ObGgyWWtFMmFubElXRmMxUnpkRUsyVjZiMGh4YTFsQ1UxZzBPRTltT1dJemNXcGtSbGhqVDI5ck0wRlNRVnBuUkdwU05HcEJVV0o2VkVvd2NYcFZabGhOVDNJd09IaFFRMGd5V2tKck9YTXhNMjlESzFnMk9DODJMMkl4TXpGa0sxcFZRVVUzZFN0eU5FRmpXakJQUWpKRVZHVmpUbGRsYkhkeGQxTm5VbWRLYzBabU1qTXhlVFJFVTBGRE5XbFlPVEozUWtWSlR5OWlRV3BpYXpVemNIVlFlVGxOUVdkclowRjNkbTU0YXpGV2JtZG9jM1p1YlhCMlJFNTFRbFZCUTJsQlFWSlRSRzl6ZERob1FURnVUekJIWVM5WWEzZDRaMWhDYUhSbVRGWnhaSE0zVm1WUFR6ZEVVRGMxYmtVM0szQnJXbTFRZEdkTlRXMUNWMU5GUTNKeU9EQlZOVTExUVhSNGVYVkxOMlZEVUdGaFVHMDRPRkpGTUVWRFZYSTVSMVV4UW5KcWNtRXZOVmhCTVVWU1JHOWFUVU4wWjBGQlppOVVOM1ZLY1VOSVJFWlNMM2hVZWpWc2EzVm5hM2RGZVVsTWVFZ3pkMmxaWjB4dmFUQlBiWGR1UTI5RFoycDVibkExZEhwM1JGTlJaMDVEZGpCM1ZGVnVTMlp2TlhwTE1YaG9iamwwUVZaMVFuTm5RVU5ZUVdKWlN6VkxlazVEVldJeWJHeG1hekJETDBodU9VMXJWMmN5TVhVNGJYbE5hVFJFV21jMlZuaE9aVTlWT0RoU1YxWkZSRGxpZGpsMkx6TlhPR1pwZDNsQlFrSm5lVWxyUVVWM2NreENSSEI2TDJNNE9XUllkME5hU2xKS1FVSk5lRmxsVVc1dkwzWTBXRVprS3prd1pYbG1MM2hZV1hKeWJHNXNiMmhCTm1FdlZFcE5kMVZuVnpGMmFFSllOWEUxV1VNdlVEZHpNMWg0V0hwMU5qRlJWVVZTTmxBME1XMXZVVFZKY2tReFVGUkNkVmhGUlZSblpuZFlWMG92VldSUFNtWm5OVmhXYUZsbVZsRlpVVXROZFZwdFN5ODFVRU5uZG5ZelNuQXlabnBrVGpnd1VVVjVialpPY0hGTEswTkhkeXQwUlRVclVHWTJSMUV6T0ZKbFVFbHljRmMwUmpoS1prRk9SMVJrWW0xVmFVRnVWMFF6U2pkaFpUTjFWa3gzU0dSTk1YaEhSSGhvVlc5dlQySkpia055WmpWMlpWUm1RbXRVV2pnclJqZE9UMEpOWjBGRFYyazNhVXRoYlZZd1EzRlpNWGhPT1dGaGRrSklVVmhCWkd4TlFrMUpXREJsVkZVMk5EZzJLM1YxVDFKSFJFY3ZjMmRDU1dSNGFTdFZlRkJxVmpad05FMHJNWHBFYVdzNVdrRkZhMEZITTBGWGRWZDZkMVJzT1d0NmJHNTBaamxoZHpoNVpXMXhiVk5SUVZKSlFVWnJkME41Y1RrdlNqaHJZWFo0ZGlzd2VDOVhaVGRpVDBacFExaHFiRFkzZFRGMFEyRk1RMGxCU1ZaUU9FSjZWVGN4YkhOa1JUUlFhbGhHTjBjNGNIVjJaVkJMYjFWM1duTXdkelZ1ZGtOTWJteHlURXRHVTNsWVozWTNOVWQwWldzM2EzbHhhM0l4VDBZMU1HRXlWRTF6YjFkV2VGVkNRMXBMUVVKdGIwODFaWEZOTm5WdWJUZE5NRFExV0Rob1FqZEpXV3hqZEc5alNHbzFkMkU0WlhOVE9YWnROMUF3VW5VelEyaDBhMUZCV1ZSblprSllTVWRVUVhKUlExRmpVMnBrZVdoUmFXZExUVWhZVGxoRVVHWjBUbFZSZVdwV05VTlJiMVpXTHpSTkwxQkRjVVJzWWxWRFJrRTFaMDFCUkdsa1FtUkZlVTFEYlZRMVR5dFRNalJEY1doNU9HaEJSMUp1VGxKck5EbG1lVXBuUlVWbFMzZEhibTU2WTFwQlQxUnRjV1E0VFdsS1NVSjJNRFJ2WkRsMVNWRktaVE5CUTFsRVowMTNPRGhhYzBKS05UbE1NVTh6UTFKRmEzb3hUVTUyUVRJMEsyWXdTVUY1VFhGdWNqZzFkbmswUXpOSWNHRXpZbGMwUkU5dmNrRkdRbXRuU2tWQ2MxWjBObE5uV1doalNsRkxSM1UyVlVWMVFtMVpabFZWU1dST2VtcExRbTFaTDBKa1dHbFpSR0puVEVjelFUQlJRVEpEWTBOT016UkVXVTFQWmxocFkwUkJZMDFrTDFaNWFuQkhRMkpFUm1kVE5FNDFLMVpLVTBKeWFHeExRbkJoVEhkTmJtNHZjM0pJYlZCTVN6UjJVbnBqYVhoQlRuQTNOWGxtZDA5TmFrRm9TalJxUVZWQmF6Um1Xa0pXZGxsTFVEWnZXRVpCVFRZNWQwUm9OWEZIWmk5cllsRndWMVZGUlVadmFrRnhNUzlRZWxsWWNtWnFkR2ROVlVGRFlXNDNkbEF2VFZCd1ZUTktRMkpqUTJ4M05tZFViRGxpZUVnNVlsRlJhSFZRWjJaSVFrOVVhRzFTTTNCS1FVOVVjMjlKU1VSTU9FNXhRMGxUVlRKWVFWVlJSbHBsVUdWMkwxVldhMFY0Um5jeGFFZENRbTlrYURseVkwdHBRVUpKVVVrMFNWQlFNR2gzU1hwRVkwbE5TV3BOZHk5aU0yUmlLekJFVFM5cFJrTkpaMEZEVlVaelIyOTJOblYzUzJOcFRVeFlka1p2UVVsd1NIcGtSMlZHUlVKRlFVVlpiaTlxUzBaSlIwdDJNWFJDVEdORGFsVldRVlZRVVZabmF6Z3JiSGxOUkVwUFJDdGllSHBrWmtvclFUSjVTbWRDZEhkSGNrRTJUV2xVU2tGQmEwRkJXV2N2TUcwM1kwTktPVFZQTWtOM1VVRlRTWGM0UjJKbmJGZDBSSGgzWVRKb0x5dEtlaTlJTUN0VldHeG5VamhMU25kTWNtZ3JUSEl4TVdrNVRISm1aazkwVTFKblpUTm9aaTlLZWpOS1EwSnFXRGgyWjBGcE5FUlhhak0yY25KVU9DOW1SR2RUUVVOa09TdG9PQ3RTTDFSM1NubE5OVkZKYTBsQlZrMTFRelIzVG1KM2RpOXROVXR2YlN0RVJtZzJTekpCZHpWb05tVkJiVVJIVEV0d1NUTnlOVlUyZVRoU1kwTjBRVUpKYVVGSWFUaE1iMWd2SzFkV1dFbFljbGxKUlUxUGFFNVVTVmxqWTNaR1kwWklkR3hUYmpaNVkwTk9WRXBKUkhsNlQxUkRUVkpoWkhKbGRsVXhWRmcyY0ZCTE4wcGhRbmxHT0ZST2JtVk1ZbWRXU1ZGUWVERlhObVYyVmpCM1ZFRmtVMUpCWkdZM1VrdEVZM2RWWTBOMmNTOUtSa0pyVVVGWWNVTkhkVWx1Y2pSc1FYbGpUbEEwTlM4dlVIRTVSRUkxTDAxdWFYSktTRmh1WkRaNmQyZEJiM05IYjFkUGJ6WjVPRkozUm5kYVZVWkhNMEYwWTBkNmFrTmpMMlZIWldGc0sxUjBVMk5ETmtNNFEzRjFiRmQzU1RGQlZVOHlObWczZFNzNWRIaEtNVlJKUkRWelQzUm5Rbk5DY2k5U1NVRkNSMEYzT0ZwalJVRkZhVWxQVkdwaWFscFJZWGxrVm5KRk9DOVRXVUZrU2xGR05IRXJOWFZCT0hsSFdGcDZXRlExYkUxQ1NXZEJVM050UVhab1NVSTFTWFZCVEV4aGJqZFRWRUU0VFRKUlFWUXdWazFMYVdSek0zSjJWbTlCU1VkTFVuSTVaR0pNVjFGbFNIbDFNRlJCWkZWc1FUWnJSSEYyTWpsYVZVRXZOWGd3WVhGclkwVlJRVkZGZW5GTFowbEJSbTFSVWk4elUyOUVTMFZuUjBKWk5XZGxPVlZGZGpWNE5HRnhhbWhtUWtaVFZrTkxVVkJ4VEdJelJtZExPVXBCVEc5TFVVdHhObFZXWTNGbFNGVXJjRFk1TUZWamFVRkVNa1pYZDBWcGMwWm5SemxJUkVoeE1HVldTa0ZGWjBGc1kwaFdUWFkzU0VGcU5sTkJUR2RDVW1aeE9WcHpTVWxHTUVWV1NtZEpiMGMxVUZaWk5FbHpSbFEwZGxkTk9URXJaa1oyVmxWNFpsaFpZa0ZEUzJjekwzRTRjazFqY1RWR1lVRkRRMEpOUW14VFYwTkxRbGR5TVZac05YbzBWRUZoVVdSSFMzQkpRa0ZCYzBablNHZzBkVVJSZUhnd00xQXZiMDB4VGpWdWRIZEdTVGRoWmt0RlVVVkJVa1ZEYjB4RU5VMVdTWGRKUVUxcVpHRmhPR2R6Vnk4MFJVTnZRaXRuTWpSR1ZHZFhVRTV5WVdaNGFGWm5kMmRCY1V4dVdGSkJRVkZHYlZGQlNVRktSVUZDUVZkU1FVUlpkVTQ1UlVGQ1FWVlNRVUZuUVhKWFJGSXdjMEpKWjBSbmVtODJOMFJSUTBWQ1FtdEJhVVZFVGpST1JrZFpTVmxGTWtkbFp6bHdORlJCVlVKQlJVRkhRVU5DUVVKUlJVRlJRVmRFY201b1RVSlJSR2xSUVZsQlNURkJiMlppVVZOSlFVbERiRWx4UTBaQlFrVkJVVUZSUVVSS1JVRjFkekJSUVZsRlFrVkJSamRFVWxSa1pWUmpRMmRHUVdkQlowRlNTVUZMUVZWRFFVTjNUbUZrU25kTFFWVkRRVVIyT1ZSUVJrbEZTVVZCUjBGQlFsRlZaMm80THpWdEsyWnBLMVJCTjJkbVVISXlWVU0wYkNzeFZtb3pPSEI2T1UxSlRXZEJSV05EUVdoWVIxRmxhRUZDUlVsR1JrbHVSSHBqZDNGS01sRjJhalJYU0VoUlVWRmhhVGhFZEhwNU1HOTVTVUZJUTJScE1rb3hMeTkwS3pFeGNWQkRRMDFJTWs5MU1HNUJhV000ZGsxSmFVRkNkMGQzU2k4emNVMHpWbVV3Y0RscWRGTk1aQzlRZVVObmVGSTBhMEZFTjJOaE5rZHlPV0pZTjBGM1ZXZGhhbll4TW1WTFFVSnJaMEY0TkVWM1NqWlpiMlpGYVZWTGJFRkZXamd2V1RSQ1pTOVlabVpRVlM5U1NtVlJPRk5GUkVkMmRHbHdVbFE0YmxGQlVtMUVZWGRuUmtZMFpVcE5RMlZGU1VoNE0zaFpaMEZ2U2xKdWVqTk5kV3d3YUVGclZHZGlPRTEyU1ZCWVdXZDNSRmxzZVc1NlVrRlJLMlZFTmtkWU1VUnhjMUZqU25ORVRtSlNaVVJaT0RaNFdYQlBhbTVaVEVGR2JUUmxOV2h5TVZwbFUwNVJkVlZDUlZGSFFVdE9VUzk2WWtwak1ucFNWVklyVDBRMVIxZDZRbkZrWTJ0QlVGWXlOamhUTTJaSEwwOVNkRmcxVTNSdFJrUnJkbTlTYTBKM2EyZEpVSE0wZUZoa2FtWjZORGRuVW1GRE5FUldWVXBOWVVKSlFrUXZUMDE2TDJJelZrRmFNSGsyVFRGSmRrUlVZell4T0VWR2FGUk5kVUpvYkRGQ1lrSkZOU3RJUTBsbmNrbFZXRWRtUTNkUk1tZDFRVzQxUjJkQlowbE5jRUZESzNkTk0wRnRNM2xhTkRCSlEwUnBXVTlaWXk5UlFWTkpaMEpEUlhWVVVDOTNSRlZTTmtwbk4yRlRSVzVxU1ZWcFNXWkJkemMxWjJ0QmJETjZhR2RuU1ZOYWFFUnpkekUzTmxWYVozSm5aMGxUWVVaS1FuTjNla1ZEVlVNMk16VkhaMEZuU1ZWS2FFdzRkM05wVVVGU09HRXdRMWwzYkhsaFYzaERRbkIwT0dWWFEwVkRNM296V0ZBdksyUnJRbUZ6V2sxRGMzZG5ORk5uWlVWcFkxQjBjbVpRU1hoeGFIZExTVzlGVVd0QlF6aE5OMDFVWkNzdlJYaDVTVU5TVDBSMGFqRlFjRWxDUm5ab1NVRkJiMDUxY2pONWNVaE9lRVZaZFhSUlVtWTNLelkwYjBWcE5uTm5RVU5qUkhSV09VUlVXa3RFY2tSM2QxTm5VMEZLSzA5c2FsWnFlRmw0UWpCYVNVRkRiMnRHT0dSaWQxaGpRMEpEUWsxeVkwTXdWamhpZVVGQlNrbEJTMlIyZVZscFJVSjRWVlZaVjI5V2MybFBaak01UWk5S1JVSkZiME53TDFSeU9UbFNRMEpCYzNRck9IWk9SbWt3UkZaUU9EaHpRWE5yUVVWVVEwUlhNalUxVkRNeVQySnliWGhSWjFKbFpsVTBibEVyZVRkbU5qUmhhRTFMV2tOQ1FVSndUSGxwVEV4WlVIQTFOV0owT0hkSllqUnFRV3BMTDFwVWVEbEVUMEpOUWtsdlFtSk5PV1IwYUc5clFVVm1RVkY2YTFSQmRrcHJOVmRWWTBWcFNVTklXVUppU1RWek0yTnRWREJwVVVGUk9FSk1Ua0ZPYmxCdGVuUjNNVVUwUmxCbGFHY3JTMGxhV0UxTlRrMXRlbVI2VW5kU2NUbEVRbXhWUVhsMldVbGFOVTV0TDIxaU9YTlFXbTg0VkVGa09HRnpRMUZSZUVkaVRpOUtiVGRtT1dWTlEwTlJkblZOVG1GUFFYUnBjM2RaZWxOQlUxY3ZOakpDYW5Jck4wdHdlRUpCYzNsaVYyVjNPV1E1Vm0weGVEaGtaWFZQTlROc2FVRnBXWE5yUlc5WGRtMVVUMUExYnpSSmRFSlhRbFI0YjFZdlZrOXRNbFF2YkV0d1VVWk1lRWhCZEVoc09Ea3JkVXRRUjA5SlVVWkZVbmxRYjNBd0szbG1ZMmhZU1ZGd1kwMDBUMjVPWVhKbVpVVnZSMEppZVdvd09VNXpRMnhSTDJseVRUaDJLMjluUVVWalEwcGxaamQ2Ym5sMmRsYzFWMUJHV2pCcU5GZEZNVTVXVTI1cFdVRkpTWGRLYTBGQ2RETmliMGxKYUU1M1NXUkdhbkZFY1VaV05WRXdkMEpET0ZKSlFVdDNZekJSWjB4TVFUSm9NbTFJTW5kRGVGRkJTMGxCU1dwQk9EUXZWa3BWT1ZOUmNYUTJiVWhaU2pWc2RURkZaM1JGWjBGNFp5czVOVEYyZUZoM2VtOUxXRUZ0WkdsTFFYQmtSV3RCUlZsUVprOTZWakpJU0RWSmRrbFJTek5wYUVsV1RuQXpSRlZtWjFOQlUwbEJka3hrTjFkV1NrSkNRWEZNZDB4aWQwWm9Ua1YzUW5ocEt5czFiRk5GVmxWd2FFTkNRVGc1VEVOSlRVbHRSVkJOTXpjd1UwSTJPR0pCVTBsblowVnJRVVZSUW5FelozQXdMMkZHTlVsc1JHZEVXVVZGVFV0eU16SlRla05FYmpjeWRIZDFTVkZIUlZJclVISm1hMUZFYUhVeE1FVjFjM05MTkU1elJGSkRSRGhxSzJWalEycFJhVWxKUXpZNVRtTnpkM0pqUjJsTlEzaFpTV280ZDNKME9VYzBTVWxEUzBSTFpsUlhVRWxCU2pGWWNFTlhhMHBMY1hreGVqbHFXWFUyWm1SMFFsUktRMEZUY2s1d1kyaEROV2sxVm5ad2JIWm1RMGhTWlRWck1FSk1RalZ0YVc5RWJrUTVlVGxWWmpkMU5EUjVPRVJUUVVOa1pqUXJkMHN5WmxOU1FWQnpNRkpuYTNSRFdVaDBlVmswVmsxSVpIQmxNMGREV1VOM1Zqa3pPVTlrTHprclQwcG5kR3RwVVVkeFFYWk1NblZ0UXpCc1FXMUNSR2xIWkRoaWJYUkpRWEZ5TDJOQ1NWSjNTbUppYUdWeU5WRm5VMkZPTVhOdlJXOUhjVTh3V1VWblFqZGFVV2RUUVc5VFMzZFNXRnBOUlZWQlJVRkNTbEZtU3l0SlFVeENRVUpFTldSa2RUSkRVbVF4ZUUxS1NVSnZUallyYkZac01FeFpUa1l6V0VWWlJXZEhRVU5HYUdsWlMydEZLMUJ2UWtsdFEwcG5VWE5JYjFSeVNVVmxSRlIyVTBsRFowWm1SRmtyY0doelowRnBRVVJxTkVaMFprVmFRVVpPVWxWRVRGbEZiblJxVEc5QlltZFJRVU15Y0ZnMVFXaEJRa0ZCVEdGclptTk1aMHAwVW1OQlEwRXlaak5STmpOVlEybEJRMmROVGs1NlpGRkxTVUZKUVVOV1FUYzVVVXRMVXpoRGJrbHRRMHBaVlVoMGQzUlFObkZTUWtGQ1FVRklNbVpLTm5GbmNuTlNXa1Y2YkhkblFYSXJLMFo1YUVGQ1owRm9XVmx3UVVGbVJtcFliaTgwV210RVZrVkJVRVJ4WkZkSFpGWlJTM2x3Y1d0SlYwZENjMlZsVlV0MFVXRkpRVUpGUVZGQlUwRnNURTlZUTBGQlFUUkVZVUZEUVVGQlVVRlRTMmxSUVZwQlFVTm5jMUZUTkVaUlFVRm5RV2RSUVZGQlFXbEJRVkpCUVVObmVXNXNURUpCUVVGalEwNUJRbWRCUVdORFRrRkNRVUZCU1VGS1JVRkJRVUZKYkVKUFFrMW5RVUZCUW01Nk9XdFhWRFZKU1VGQlFYYzBSR0ZCUTBGQlFWRkJVMGxCUVVGQlYzbFlaM0ZSYVZGQlVVRkJhVUZCUVVGSWFIZDBjbG8zZDJ0UlFVRkJRV2xSUVZGQlFVNW5kVUZ0VVVGQlNVUnNTV3RCUjBGQlFtOUxaMFoxUWxGQlFVbEJTa1ZCUVVOQmFFeFBNQzlTWkVGQ1owRkJTVUZLUlVGQlFrRkNUSEZtYlRCUlFVRkJRV2xSUVZGQlFVRm5ORkUwYTBGQlFVSkZXVWswVFVkQlRVRkJRV3haVEVGS2EwRkJRa0ZDU25GbWJEQlJRVUZKUTJ4RmEwRkhPRVpOTHpsU1pqUTVOalp2UWtsblFVVldaM2d3VFV0MlZuYzVWa2xZWkhaV1JWSjFkR280YW1sWlEwSXhiVTkyVmtoR1IyNXBSVE15T0RSSFIxUkVVV1ZyZDBVNFNIaG1WazFyVFhSS05FcEpiVU4zT1dKc015OHhVMnA0Y1RadmJFSnNiMDkzZEhWQ1VYa3lMM1ppZFc1WmNUUkdXVVJpUVVOTFFXb3ZjaXRUZGpsV2NYTm1UM0ZuYjFKQlFrWkphM2RHYWtsMGFtZFdjME1yTmtGTlNsZERiMEpvYmk4eWEwdHpVVVZSUVZJd1VHTnNOWGxGVWsxT2VEWXlOM1ZRY1d4R2FtSXhVMHBDUWtGQ1JVRklPRmQyYzJKMlZsSmFTV2RCYVZGQldrRkNRbUZNWjBnMFVrRmxVMlpvTUZGQlVrRkVhR2czWVdVeFpHMWlWM3BqT1dWc2NpOVFSbmgyVVUxTFNFTlBRbk16V1c1QldHaEhkMm95TkVSWGIzVkJTV1F4T1VsRFJraDJkbEowYW1kcVdYazNOVzVKVWsxNWNFVlJRWGd6WlV4RFNubHlaRGhoYURoT1VHNXNZazVGWjBGcFFVTkxhalZXVWtoWk0zSnpWRTlrWW1oWllYWnhla2sxUTBkRk5HbG5RbEZLWTBOMWQxWjNUSE54VG5WQk1ITjBhMnhIWWpGV04xaHhNVEYyWm1sQlJHTkNjbWRXVVVwdFJGTm1MMnBpTWtSek5FOTFNV1p1VmtkMkwzWXZLMkZ1VDFndkx5OXBVVUZLU1VGSldUQXhkVWhWVlhwT1lqTXhPR1JoTlZwcEt6bEZVWFJpTWs5MlRWVlNjRWRKVVU1TlFXNXBaME5RTXpCUFRtRTFXbWdySzJWc05YZ3hSM3BDVDBKQmVuQkVkWE14UWpKa2NXWjFVSHB4Unk5a1QycDVOVVZhUW10U1MwTldRMEpxWVRKR1kxVkZaakF3UTNwVlVIRlRabVpFTVdScVFqUTRjekZSZFROQlowNDJWV1ZYZDA1M09URlNSMEkyTTFSMlQyNUlNR2hCVlZGQlNDOVhaM2w1Um5aSWJrcG1jbGMyY21aaVpWcHplWFJGWjBGM1ozWlJPVVZ2VGpSMFZHMW1lRWxCU1U5dVNUSmFjV3huVDJkT1REbHBVbWc0VFRGRU16Rm1iVEpRYTNkWFFXTnNSMEYwZDB0dlJWVm5iVmxGTmtWeVFrNUNhbkpPYm1KNVkyTTFOSEJJUW10blFYTXdSSFZWUzA1SVdrUTVXREpJTjBad2NtSkJUVlY2TTB0ME5qWmxRMXBMZDB4aVdrMUVVREJ2UVVsMVFsaEJiVGN3T0N0bVNGVk9jVmxITWk5YWVYZHhMMVY1YzJ0bE5UVnFjWFZTVldkQmIwVm1hbmRuU1hWcFpHWmpLMlZpUVN0c2EwNDBaMEZwUVVGU1JVaHFSbUo2VlVwM1N6Y3JjVGw1YkZKV1NrcEphMEZEWVhVcmNWQmlhaTl4TjJGVGVVY3lRVmQzUlZGblUxWXhTbVUxTjAwd01GZEZaMFZHVm1SNlZ5OVRUVU5TUjBKRUx6STNXSGhYTnpBM1lraExRbGxUVEdGMU5qWkZaR2cwYlVKQ00wSTBWVFpyZDBOR1ZtVnBVVmh1VTFGblJ6RXZMMDlpY0hnM1MzSk5kelJLT1ZOWlFtbHhkbWRaWWpCblFYSXhSalJHWVRrM1IzSjFOMHR2TVVWV1FtTkNVUzl5VVRSWlNXSkdLeko1UVUxcVl6RTViRmRJZDFCS1FuZEtWME5OUlhGdWFUSXZjREZGV1U5dlpuWTNiVFZVZUcwM1MzSm1UekZGVEhSYU9UYzBaMEY1YzBZMFNIUk9NRTFhUW5kVlVubE1iVGw2VUc4eWFtRlNWRnA1UzBGdk5qbEZhV05ET1ZCclZIVlZkRk1yYTJkRE0wMXJVVUZhUzBKYWVtSjFTMUZJWTFwcFRqWnFjV3BqVUd0M1dHY3hSSE5MZVhObFlTOVdZelZOY2tKRFFrUk1abFJOWjAweFFrZENWbm80V0VWbVJETkRSV2RCYVVGQlVrbEJTeTltVGpGYUszaFFlR1ZaYTBGRlpHcFJaVEZWY25WSWQzRnRVemhETW1GSGNtdzNTREU0V0UxQ1VrbEJSV2RCZDAxeE0wOVZRMEZwT1N0TU1qVXZWSGhyUlVKRlowRlRRVU5CTW5CalZsRlNkVE5WYjFGQlYzbFJRVm95ZEdVMmRVZERNSFZ2YVhWa1JrbFFkbTVCTWpSTFExSkdRVXA0YkhkbFRHdE9NRUpxVGtkdVJXSTRRMVJKT1VvNFJXSkNRMEpwVEROWFdpdGxTMjEzU0RGSVF6QkRMM1o1ZEZobFozRkJjV1ZtY2pRMlpYcFRRelJHVm1jMU4wWXhSbGxRYjAweVNVZGFUVzVFY1hWbGNXa3lkME5NY1VoR2JGSlRSSGx1WkdaalFtMUROa05JZWpObVNGZFJRa1pvUjBSVWR6STRSbGhsVTBsblNYVkJNMWxKUVUxdWJuRXZUMnRSUTB4eFNXeElNM2x4ZWpCeVkwWnBTVVJpWjA5eE0yRm1TMHREUzBOdmEyRjJZa2hDUldkQk1qUkVTRVJ3WlM5YVRVRjZVMDFFYkN0dlZqbGpiM29yZEhOV2F5OXdMMWM0YjJ0VWRqWjBaM0EwVWtGV2VWVkJZamxUVW1kVFNYZEhjMlpVSzNKVlJrRklPV2x6TVVac1dFMTZVVUZUU1hkSVoxSmpUR293UlZGSFNFWm5hMEZIVVdkbUsyZHZhVFJJY25aeVoxRTBXVTloU1dkR04yUm1WMGRGV1ZOTVp6azRkVXAzVFZSbFZuQlJUV1ZXV0hwV00ycFdXSGd6U2tGQ1JUUktaMHN6Ym5sTlVtbElibFpNYUhweWRsWnBVbUo1VVVGYVEwUXhUMjVNUTNwM1pITnJXVUpVV0RabFVYSkliVzk1TjJKWmRtcHNhRVo1TjI4NWRtODRMMUpvUlZsSldVVXpUM2sxYmtORlFrcEJRbXR2VG10Q1JYWnRaVFpPVjJWWU9HTmFjbmxoVWsxdldVVnJRVU5SWjFGaU1YbFViMGxKYTFKbk1qTjNWR2RpY3prclMyc3JXQzh2T1hsV2VEWndNUzlQUVhac2RrRkpha0Y1TDFoS1VFaDNhV1p3Vm5FME1YaHVOM0JOUlU5d09VNUxhR1F2UW5GcGFVbFVRVTFFVlZabk5uRjFhWEZNT1dZM09VTnhNakZOVm1sNmMwUldUVGhuUjBsd1FVTlNRMGx6Vmt4eUt6bEtSVkZITTFZeWEwRlphbWx6TVVaSmFFVjNURGRqTmpaMGNXdFJRMUZuWWtaQ2NGRmxla1J1SzBKVFoxTTJOelF3Y1Vkbk5rUkZhRkpWTm1vNVprSkpVWEZGV0VGaVFVeGpRMUZ2YjBWTVFtTkNORlp3VUVKRFlqSjRTbmxEUkVOVVZ6WnlMeXQxTVhWSWJWWnJiRUZyVkdkNlQyVXdTeXRpVlRob2JXTjRNMWhMVDB4NlRXRm1OR2h5YldNNVVsZEVOMDh5TW1GVlZuZE1WMFJqUW1OUlpWbFBZVEJxVjFoeFYzWXlkVzVRY0dOa1RXRmpWekJCUVdSRWVWbHBNRVZqUlU5b2VHbGxibnAyTVROUWRHaDRiVEZvUVdKd04xcHdhMGh0Vkcxek1EUjBPVk41TW5ZdmNEQmFlamxOU1hOcVFXMHZXRWxRVFdwTlduRXpZVFpXZEU5bWVYWkxRbWR0UVhOQ01IZFlSbGdyYUc5RFJsQldaUzlMY3psMFZUVXJhV0p1VFRKbUszUk9jSEZEVGtWRmVqVXljWFpWTVcxNlYzSkpLeTh6Ukc1eVVWRktRVUowYWpFNVpEbGlkSEpvYmpaMFpHeGFlbUpqUVVaUkt6RklNRGRSU2pablowOVdXQzlzYjJwRWVHdE1kVEk1ZGpGTFRHMXhMMnh3ZERWWmVVSlRNbGN5UzNaTmVpdDBja3R1ZG5WcWIzRkJRazFFWjA1YVIwSjVjbFV4YVZsQmMwcG5SV2RCTkhSeWNURkxRVzVLUXk5SlFWQk1ZWEZ6ZVVGUFVYVlNiM1ZCYjFGUlFVdzNOV2RQUVRCdlFVcEJRV3RCUjBSRFowTjVSbGRSUVVGUFUzRlVRVlZhUVVGQ05VdHJaWGhXUVZGTlRXZENXa3RxZEVKRFFYY3dRVUpyY1UwM1JtUkNiRkZYWjAxNVZXeDVRVVJCUTBGMk5WTlVTVUZCUkVsVFptdEpUV2RCUVRoc1JYVlpjV05OUjBoM1FVMXNSVmRuWjNoWlFXZENkVUZuUVhsWlFtdEJkVUZyUVhsQlFVRnJRVU5CUkVGRVFUbE5lRlJYVm1kTmVYZElRVlJSUW1kUlUzZE5RVXhqUVdkSlYzaFFRVUpITlRWdWNYZDJTbGxKWjBGclFVeENSVVpuYjBGRFVVRnphemhWUTAxRU5ucFdRbWRYZVRSSlFrbEJSMEZLWWs1elFVeGlhMnNyYjBOM1UwcG5PRkZETkVKUlFVbG5VMVZGYTBwd1JIRm5kMVZyVVVWTVExTkJObVV4VVdGalJITkJkME13UVVGTVkwUkJSV2RCWjBaS1EyOU9TMEZtU2tWd1owNXpRbmwzZGtsR1JtdERZa0paUWxOM2VrbEZPV3RDUlVGS1RFUmpaMDVsVVVaWlltdHpUM2xCYmpWQlJtaDVlWGMzU1VKeWEwRlhTR2xNUkRoblEwOVJRVWxCUlVWQlRFMDRRakZSWWtsblIwRkJRMEZCUVZGcFFXdEJRa2xCWjBKQlNVUkhSSE5xY1hNd01FUjNiMU5CU0djNFRHVXZRVkIzVFVGWFFuWTNVM2RuVmsxblFWbEdMM1JMVTBKalEwRkdaMUFyTUd4SlNFSkpRVmRCWmpkVFJXZG5RV2RDTkVKWlFXZERRM0U0T1VGU01rUjBOMEp2UVZGRFEzWlpUVlJ6Um1kQ1VVbE1PV2RzWlhkVFFVUkJaM2d5UWlzM1FUQkRaME5VWWxsR00zTkRVVTFCU2xCT1oweFBkMFpCT0VGckt6SkJUVGRCUlVGSkwydGpaME5yV25OdFdHNWtRVk5CWTJoVFZFMU9kMEZKVkVsRlNuTjNkMEZuYkZOUldYUlRPRzFzTUVGQmJHRnZXWFZ1UW1Jd05FSkRSamxvYVRKVlNIWTFhMFZKU2tOR1RVcFpaUzkxV1ZCblNrRlhNRVpvTWpaS2MzUkJTVXBqYTBkUU5HSktaMXBCUm1kWEsycHdjVVp6ZDBsQlJHZEZXR3B2UVhaMk5qYzJXV1pGYkc5UFpVRkJRMEZuTWxBNWIySklPVEJJWmpSQk5FRkVjR04zUWpsTmJtWmhMMm93Wmk5a2R5dEJUVUZKWmtGblFVRkJRVkYxUkdnNFFXTkJhMEZOVUVGblFVRkpRVmxsUkc0MFFVRkRibmRqVUdkRVFVMXBRbWcwVFdaQlJVRkxVRUZuUVVGSlFWVmxSR280UVZGRGEzZE5VR2hFZDBGblFtZzBUMlpSUVVGUFprSjNOa0ZOUVZOSlIwaDNlRGhCVVVGM1l5dG5RVUY2UWtWRmMzWkVPVmd3YXpCSlVVRkJiMnBDVVVadVVWZEJTVVJyVnpSWWRsQnpOVE5JT0UxeVpFRkJRVUZCUVVGQlFVRkJRVUZCUVVGQlFVRkJTMEY0TDNkUVRuTm1ZMkpWYldvM00xRkJRVUZCUWtwU1ZUVkZjbXRLWjJkblBUMDhMMlJoZEdFK1BIZHBaSFJvUGpFMU9DNDNOREF5UEM5M2FXUjBhRDQ4YUdWcFoyaDBQakUxT0M0M05EQXlQQzlvWldsbmFIUStQQzlRYVdOMGNuVmxTVzVtYno0OEwxTmxZV3hKYm1adlBqeFRhV2R1U1c1bWJ6NDhZMlZ5ZEQ1TlNVbEZRWHBEUTBFMmFXZEJkMGxDUVdkSlNWQm1WVUZQWjBGRmNTdFpkMFJCV1VsTGIwVmplakZWUW1jelZVWkJSRUp3VFZGemQwTlJXVVJXVVZGSFJYZEtSRlJxUlRoTlJHOUhRVEZWUlVObmQzcFViVVl3WVZjNWRWbFhkMmRTVXpGSVlqTmFiR050TlhSYVZ6VXdTVVUxYkdSSVpIWmpiWE5uVVZkU2RHRlhOWEJqTTFKNVdWaFNjR0l5TkdkUk1sWjFaRWRXZVUxU2QzZEhaMWxFVmxGUlJFUkNUa1JTVldSUFNVWk9UazFwUWtSaVIwWjZZM2xCZVVsRlRrSk5RalJZUkZSRk5VMUVWWGxQVkVFeVRYcG5kMDVzYjFoRVZFa3dUVVJWZVU1NlFUSk5lbWQzVG14dmQyZFpiM2hEZWtGS1FtZE9Wa0pCV1ZSQmEwNVBUVkpKZDBWQldVUldVVkZKUkVGdWJYUmFibTF6V2k5dWJrbEZlRVI2UVU1Q1owNVdRa0ZqVFVKMVlXUnlaVmN6Ym1wRmNVMURaMGRCTVZWRlEzZDNhRFZ5VjFvMWNrZG1OVFY1UWpVMVV6RTFZVEpSTlZreWR6VTJkV2MxV1dreU5Vd3lZelUzVHpjMU4zVm1UVk52ZDB0QldVUldVVkZFUkVOSWJYUmFibTF6V2k5dWJrbElibXhNV0d4eVdrUnNhbUpFYm5FMlJHeHBUR0pyZGxwNmJuTTNkbTUxTlRoM1YxUkJWRUpuWTNGb2EycFBVRkZKUWtKblozRm5VbnBRVmxGSFEweFJUa05CUVZKR1dsZElRMDgwVm5Sd2NVVTFjazFWUW1OMU5tbDVOa3h4ZDJsdmIyUktOMGxyU1doMVFrSlZaVXhLVFc0d01DOXdSbGRQVGtkMmJFVmhUelZ6ZUhaa2NUTnBXRloxT1VadlQydFBTWE00ZGxScmJESkNielJKUTBaRVEwTkJhRUYzUkVGWlJGWlNNRlJDUVZWM1FYZEZRa0ZFUVZSQ1owNVdTRk5WUlVSRVFVdENaMmR5UW1kRlJrSlJZMFJCVkVGUFFtZE9Wa2hST0VKQlpqaEZRa0ZOUTBGTlFYZEZVVmxLV1VsYVNVRlpZalJSWjBWQ1FrRlJSRUZuUWtGTlFqaEhRVEZWWkVsM1VWbE5RbUZCUmt4dVFXcEVUMEp1Y2tRMmIxaHphbU5xT1VSc1R6WndNVzQxT1UxSlNFWkNaMDVXU0ZJNFJXZGlNSGRuWW05M1oySmxaMmRpVTJkbllrZEhaMkUxYzFwSFJuZFBhVGgyWWtkU2FHTkROWHBrUjBZd1dsZE9hRXh0VG14YU1qUjFXVEkwTmsxNlp6Vk1NRTVQVUZWT1JsSXdOR2RWTURCNVNVVk9jMWxZVG5wSlJFbG5VVEJGYzFFd05EbFJNRlpJVkdsQ1ZGUlVTV2RSTW5ob1l6Tk5aMDFwUWtSUlUzZG5WREZWT1ZFeFNrMVNSMng2WkVoS2NGbHVWakJhVmtKMllWYzFNR041ZDJkaWVqRjZZVmRPYWxsVU9XcGFXRW93WVZkYWNGa3lSakJhVmtwc1pHMDVhbGxZVW5CaU1qVk5ZVmhPTUZBeVNtaGpNbFV2WWpKS2NWcFhUakJaTW5ob1l6Tk5PVmt4U2sxU1IyeDZaRWhLY0ZsdVZqQmhWemwxVlVjNWNHSnVVWGRuWWpoSFEwTnpSMEZSVlVaQ2QwVkNRa2xIZVUxSlIzWk5TVWR6UW1kbmNrSm5SVVpDVVdOM1FXOWhRbTR5ZUd0WldFRTJUSGs1YzFwSFJuZE1iazR3V1ZoU2JGa3lSWFZaTWxadVltazFhbUpxYjNwUFJHdDJVVEEwT1ZFd1ZraFVhVUpVVkZSSloxRXllR2hqTTAxblRXbENSRkZUZUVSVWFqRkVVbFZrVDBsR1RrNU5hVUpFWWtkR2VtTjVRWGxKUlU1Q1RFTkNVRlpVTVdwUlZVNXNZMjVTY0ZwdGJHcFpXRkpzWTNsM1oySjZNWHBoVjA1cVdWUTVhbEZWVG14amJsSndXbTFzYWxsWVVteFFNa3BvWXpKVkwySXlTbkZhVjA0d1VUSjRhR016VFRsWk1sWjVaRWRzYldGWFRtaGtSMngyWW10R01XUkhhSFpqYld3d1pWUkJaRUpuVGxaSVVUUkZSbWRSVlhOTFZFOHhhMEV5U25GdFpuQlRiV0pRVDBwbldFMVBVRUpyYzNkRVFWbEpTMjlGWTNveFZVSm5NMVZHUVVGT1NFRkVRa1ZCYVVJdmJVZGFUa1YzVTFWMFdtVmxhMUZZT1hoNFoweEhiMnM1WlVSTGFuRndSbGxaZDBOc1dUa3pjbWxSU1dkaFZsZzVjMDV2ZUdsRlVUUldhM1ZYVDNKMmFIZDZUbU5RVkhWSVl6WXpXSE1yWkd4dVVYcFZZVXhuUFR3dlkyVnlkRDQ4YzJsbmJtRjBkWEpsUVd4bmIzSnBkR2h0UGxOTk0xZHBkR2hUVFRJOEwzTnBaMjVoZEhWeVpVRnNaMjl5YVhSb2JUNDhjMmxuYmtSaGRHRStUVVZWUTBsSVowbG5UM3BEVW1Sd1QyZFlaVzh6ZDA1NU4yTjBVa05VWWs5WFZWZE5SazlEY1doRFUwZGhLekJ2UVdsRlFUSjBRWGxhZWxWS01uRnJkVmxKZVRsYWFsWm1iVGxsT1dwWFJIUnpWbWRIU2psc1dFVXdRMFZ1WldNOVBDOXphV2R1UkdGMFlUNDhMMU5wWjI1SmJtWnZQand2VTJWaGJEND08L3NlYWw+PC9zaWduTGlzdD48L1NpZ25hdHVyZT4=
	2021-12-28T17:16:17+0800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