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山东职业学院第五届
机电产品创新博览会盛大开幕。
本次博览会共分为获奖产品、自
主创新产品、机器人产品、激光
雕刻产品四个展区，参展33项作
品均出自学生之手。“智能机器
人”、“工厂仓库综合安防系统”、

“慧鱼模型”、“智能家居管理系
统”……，超前的设计理念、鲜明
的产品特色，使得大批学生纷纷
驻足观看。其中，“教具百宝箱”
曾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
新设计大赛上获得一等奖，“智
能控制型光伏发电百叶窗帘”、

“无线遥控环保型扫地车”在第
十届山东省大学生机电产品创
新设计竞赛上分获一、二等奖。
此外“智能控制厨房家居系统”、

“新型多功能自动旋转无尘黑
板”等4件产品还将参加今年的
机电产品创新设计省赛。在展台
前，有的观众还在相关人员的协

助下自己动手操作，实实在在地
体验到了“科技改变生活”。

山东职业学院历来重视学
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
力的培养，并以培养创新型高
素质、高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大
力推行项目课程改革，积极推
进特长生导师制度和“第二课
堂”的实施，吸引学有余力及具
有特长的学生参与工程实践，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一技之
长。学院还开设了个性培养模
块，进行创新能力培养，以省级
优秀学生协会“大学生发明创
新协会”为平台，开设机电产品
创新设计选修课，鼓励和组织
学生参与技术发明等实践活
动，进行创新型人才培养。近三
年，学院在创新设计竞赛中收
获颇丰，共获得国赛一等奖一
项、二等奖一项，省赛一等奖四
项、二等奖四项、三等奖两项。

山东商职学院是1999年经教育
部批准设立的省属公办高职院校，建
校历史可追溯到1936年，有70多年的
办学历史。较早的完成了外延发展，
率先在全省、全国确立了优先地位。
名校品牌社会地位吸引考生和家长
高度关注，报考学校的考生也非常踊
跃和集中，近期学校首次推出分类培
养，个性化指导的“圆梦行动”

一、商业精英计划—圆“行业
精英”梦

二、试点“3+2“专本连读分段

培养—圆“升学”梦
1、“3+2”专本连读，实现“本

科”梦
2、专、本、研套读，实现“研究

生”梦
三、校企合作订、定单培养—

实现高质量“就业”梦
1、校企深度合作，为毕业生打

下良好的就业基础
2、采取订单式培养，新生入校

即编入“企业冠名班”
四、学校建立了“创业工场”，

帮你实现“创业梦”
五、搭建云空间平台—实现

“世界游学”梦
六、高职名校品牌——— 吸引考

生，圆你名校梦
欢迎广大考生报考山东商业

职业技术学院，国标代码：10832
咨询电话86335555登录招生网

址：http：//zs.sict.edu.cn
学校地址：济南市旅游路4516

号(校本部)
济南市花园路23号(洪楼校区)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为专科层
次省属公办普通高等院校，实行山
东省交通运输厅和山东省教育厅
双重领导、以山东省交通运输厅为
主的管理体制。是山东省唯一一所
国办交通类高等职业院校，是交通
运输部全国示范高职院校和山东
省示范性高职院校、山东省技能型
人才培养特色名校。2014年山东省
定向培养直招士官生试点工作于6
月23日开始政审，7月5日网上填报
志愿，7月13日专科提前批次录检。

根据国防建设要求，为加快海
军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士官人
才，经总参谋部、教育部批准，自
2012年起在我院开展定向培养海
军直招士官工作，是山东省唯一一
所海军定向培养直招士官试点院
校，是全国最大的海军定向培养直
招士官培训基地。

招生专业：航海技术、轮机工
程技术、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报考要求：年龄不超过20周岁
(年龄截止当年8月31日)，培养对象
为男性、未婚，其政治、身体条件按
照征集义务兵的规定执行。同等条
件下，中共党员、军人子女、烈士子

女、优秀学生干部优选录取。
报考办法：定点培养直招士官

从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的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中选拔，纳
入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实
施，考生应于全省规定填报志愿时
间前到当地武装部咨询相关报名、
政审、面试、体检等工作。填报山东
省专科提前批直招士官专业志愿。

●政审 有意报考定向培养
直招海军士官生的山东考生可于6
月23日起，持本人身份证、准考证
到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武部
报名参加政治考核。政治考核于7
月6日结束。

●志愿填报 政审合格，考生
可于7月5日9时至17时，自行登录
规定网站，网上填报专业志愿。

2014年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在山
东省为海军部队定向培养招生计划
为160名，分别为：航海技术专业(代
码520401)60名，轮机工程技术专业
(代码520401)60名，船舶电子电气技
术专业(代码520413)40名。山东交通
职业学院报考代码D008。

●面试与体检 体检、面试对
象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在专科提前

批第一志愿报考有关高校相关专业
的上线考生中，按考分从高到低的
顺序，依照招生计划数的3倍确定。7
月6日至7日，各市征兵办公室将通
知上线考生于8日参加体检和面试。
面试主要考察报考动机、心理素质、
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形象气质和反
应能力等方面情况，结论为合格或
不合格，面试结果当场告知考生。

●录取7月13日，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依据体检、政治和面试合格人员名
单，按照招生计划数的120%向山东交
通职业学院顺序投档，由山东交通职
业学院择优录取，按规定发放录取通
知书。同等条件下，中共党员、军人子
女、烈士子女、优秀学生干部优先录取。
当第一志愿上线考生数量不足时，从
报考的非第一志愿或服从调剂且体
检、政审、面试合格的上线考生中补充。

2014年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定
向培养海军士官生招生计划面向
四省、扩大到220人，招生专业3个，
航海技术80人，轮机工程技术80
人，船舶电子电气技术60人，其中
山东招生计划160人，辽宁招生计
划20人，江苏招生计划20人，安徽
招生计划20人，限招男生。

山职院创新博览会

让学生切身体验“科技改变生活”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是一所省属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隶属山东省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业务主管部门为
山东省教育厅。学校设临沂、
济南两个校区，校本部设在临
沂。学校现任党委书记卢廷
祥，校长周天增。

学校占地1695亩，建筑总
面积47 . 8万平方米；固定资产
总值7 . 38亿元，其中教学科研
仪器设备总值1 . 34亿元；图书
馆藏书101 . 18万册；学校教学
设备先进，建有临床、护理、口
腔、检验、药学、康复、医学影
像等专业的8个高标准实验中
心及“贺林个性化医疗与转化
医学”院士工作站1个，拥有现
代化的计算机实验室、语音实
验室和多媒体教室。建有附属
医院、附属眼科医院各1所，非
隶属附属医院8所，教学医院、
实践教学医院142所，分布于山
东全省和北京、上海、天津、深
圳、南京等大城市。学校现有教

职工1078人，专任教师762人。其
中，硕博学位学历人员396人，副
高以上职称人员264人，到国外
研修学习近60人。建成2个国家
级教学团队，3个省级教学团队，
4人获山东省教学名师称号，聘
用外籍客座教授12人，常年专任
外籍教师3人。21人在全国和省
内学术组织任职，48人分别兼任
医院院长或科室主任等职务。
学校地址：山东省临沂市聚才
六路
网址：http：//www.sdmc.edu.cn
招生专用QQ号：1980981229
QQ群号：263382180
咨询电话：0539-8016931
6177119 6177120 6177121
6177122 8212665

济南校区：山东省济南市二环
南路5460号
网址：http：//www.sdmc.net.cn
招生专用QQ号：937010898
QQ群号：242138441
招 生 咨 询 电 话 ：0 5 3 1 -
86305777，86305666，86305778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是
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全日制普
通高职院校，经山东省人民政
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具有
独立颁发学历文凭的资格，
2005年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
划，面向全国招生。

该校有着20多年办学历
史，前身是原山东大学1990年
创办的“山东大学电子维修培
训学校”和原山东工业大学
1999年成立的“山东工大科技
专修学院”。2000年7月，新山东
大学成立后，更名为山东山大
科技专修学院。2005年经山东
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
成为具有独立颁发学历文凭资
格的全日制高职院校，并更名
为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该

校占地656 . 1亩，校舍建筑面积
21 . 8万平方米，拥有9个二级学
院和基础教学部、实践教学部。
现有专任教师410人，其中具有
硕士以上学位的136人，具有副
高级以上职称的134人。拥有省
级教学名师1名，省级教学团队
2个。据了解，该校骨干教师均
是曾在山东大学、山东建筑大
学等院校工作过的教授、副教
授，从名校、名企聘任的专家教
授组成的学科带头人，保证了
高起点的专业建设和高水准的
教学质量。2014年，山东凯文科
技职业学院将进一步提高教学
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为打造
省内一流、特色明显的高水平
高职院校、为学校美好的明天
而努力奋斗。

前进中的

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推出学生成材“圆梦行动”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定向培养直招海军士官生招生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创
建于1999年，2004年7月，经山东
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
案，成为具有独立颁发学历资格
证书的全日制普通高校。该校现
有济南和威海两个校区，其中威
海校区坐落于乳山银滩4A级国
家旅游度假区，这里环境优美，
依山傍海，非常适宜广大学生前
来求学；两校区合计占地面积
1800余亩，总建筑面积有33万多
平方米，现拥有在校生近万人，
专兼职教师600余人，其中副教
授以上职称教师170余人，硕士
以上学历教师200余人。

目前该校设有外国语学
院、经济管理学院、旅游学院、
工程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等5个二级学院，现开设有40余
个高职专业，涵盖十余门语言
类专业，是山东省语言专业最
多的院校，其中像阿拉伯语、葡
萄牙语、西班牙语等专业填补
了山东省内专业的空白，另有
近30个社会急需的外经、外贸、
管理、工程类专业。

据悉，2014山东省该校报
考代码D874，普通文科在2014
年普通高校填报指南(专科本)
43页，理科在99页；注册录取文
科在报考指南127页，理科在
129页；对口高职在报考指南
151页；3加2(衔接山东师范大
学本科)文科在报考指南52页，
理科在109页；具体相关专业代
码广大考生请详细查询。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多学科协调发展

在刚刚结束的2014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机械设备装调
与控制技术比赛中，山东劳动职业技
术学院代表山东省参赛。队员们不畏
强手、敢打敢拼，凭借过硬的技术技
能和稳定的发挥，一举获得总决赛第
一名，为该院和山东省争得了荣誉。

据了解，此次参赛的丁来源、贾
怀杰同学分别来自该院机械设计与
制造、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的“卓越
技师班”。扎实的文化理论和过硬的
技术技能为他们夺冠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该院自2011年率先在全国创
办“卓越技师”(专科学历+技师职业

资格)培养以来，按照职业岗位的需
求，将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
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
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构建了

“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在突出
技能培养特色的同时，重视学生的
职业素养，以及职业迁移能力和创
新设计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
仅2013年，卓越技师班学生就获得
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1个一等
奖2个二等奖。其中，“机械产品数控
加工”项目以第一名的成绩代表山
东省参加国赛获得二等奖。当年，还
获得山东省机修钳工技能大赛第2

名、第3名、第5名。优异的成绩充分
体现了学院深厚的办学底蕴和高端
技能人才培养的优势，展示了师生
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学生扎实的技术
技能。

2014年，该院首届卓越技师班
毕业生共321人，除个别毕业生凭技
术优势自主创业外，实现了100%就
业，专业对口率达到87%，主要面向
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电子
信息业。毕业生到企业工作后，因其
职业素养好、技能水平高、工作能力
强，普遍得到了用人单位认可。“卓
越技师”培养已取得显著成效。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勇夺国赛冠军
———“卓越技师”培养成效显著

山东协和学院
打造全方位就业指导服务体系

山东协和学院是国家教育部
批准的普通本科高校，下设10个二
级院(部)，开设普通本科专业17个，
高等教育自考本科专业16个，专科
专业39个，形成工学、教育学、医
学、管理学、文学协调发展的学科
结构。

据了解，该校荣获“全国先进
社会组织”、“全国诚信建设先进院
校”、“山东省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全国最具就业竞争力示范院校”，
获得中国职业教育最高荣誉—“黄
炎培优秀学校奖”，进入全国同类
院校前10强，位居全国医科类民办
大学第1名。是山东省财政支持的
本科“特色名校”建设单位。

在该校816名专任教师中，具
有教授、副教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的286人，有博士生导师6人，硕士
生导师21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者3人，全国模范教师、省级教学名
师4人。现有省级教学团队4个，省
级教学管理先进集体1个，省级教

学管理先进个人2人。建有国家级
资源共享课1门、国家级精品课程1
门、省级精品课程43门，省级特色
专业4个。有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16项，国家级大学
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1
项，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1个，省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
划专业2个。主持承担省级教学改
革立项项目10项，省、厅级科研课
题109项；获省级教学成果奖11项，
省、厅级科研成果奖52项。

据悉，该校创新了工学结合的
“六双”人才培养模式，一是“双
线”，即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条
线有机结合；二是“双纲”，即各课
程分别制订理论教学大纲和实践
教学大纲，吸收企业工程技术人员
参与课程的设计制定；三是“双
证”，即学生毕业时同时获取毕业
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四是“双
高”，即培养高理论基础知识、高技
能合格人才；五是“双文化”，即发
挥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各自育人

作用，提升学生职业文化素养；六
是“双过程”，即教学过程和工作过
程有机融合，实现“学中干、干中
学”。被省教育厅批准为“高等学校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项
目”。

另外，该校建立了涵盖就业研
究、指导、推荐、培训、跟踪服
务等“五大模块”的就业指导服
务体系，实施“1—6—1—1”就
业工程。每年举办供需洽谈会，
组织专场招聘会。与海信集团、
海尔集团、联想集团、中国重汽
集团、青岛澳柯玛、三角轮胎公
司等118家单位建立合作，进行订
单式培养，打造人才培养与上岗
就业“直通车”。近三年，学校
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0%以上。
2012年总就业率达到97 . 61%。解
放军总院、济南军区总院、山东
省立医院、海尔集团、海信集
团、中国重汽集团、联想集团、
三角轮胎公司等单位均录用有我
校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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