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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刀德

我校全称为中国人民大学，是国家公
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是教育部直属
的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

“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注
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邮编100872。招生咨询电话：400-0123-
517，本科生招生网的网址：www.rdzs.com，
电子信箱：zsb@ruc.edu.cn。

长春师范大学
长春师范大学坐落在美丽的北国春

城——— 长春，是吉林省重要的基础教
育、学前教育师资及应用型高级专门人
才培养基地，是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
省属师范大学。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长吉北路677号
邮编：130032
邮箱：ccsfxyzsb@163 .com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创建于1956年，坐落在

历史悠久的齐文化发祥地——— 山东省淄博

市，是山东省重点建设的理工科大学。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张周路12号

邮编：255049

电话：0533-2780673

沈阳城市学院
沈阳城市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面

向全国招生的全日制本科高等学校，其
前身是沈阳大学科技工程学院，成立于
2001年，2013年经教育部评审通过，正式
更名为沈阳城市学院。

地址：沈阳市苏家屯区梧桐大街2号
邮箱：sycuxy@163 .com
电话：(024) 89597888，8959761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前身是有“中国气象人才摇篮”

美誉的南京气象学院，始建于1960年，1978年被确定为
全国重点大学，2004年更名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是江
苏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国气象局三方共建的全国重
点高校。学校拥有一批国家级重点学科、省部级重点学
科、国家级特色专业以及江苏省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
50个本科专业覆盖理、工、管、文、经、法、农、艺八大学科
门类，硕博点基本涵盖本科专业。
地址：南京市宁六路219号 电话：86-25-58731101

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是2005年6月经

国家教育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
普通全日制本科院校。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
院青州校区位于山东省青州市科技文化产
业园区。招生电话：0536—3888532，3888533，
3888535。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网站(http：/
/www.lsxy.sdnu.edu.cn)；历山学院招生网站
(http：//www.lsxy-edu.com/)。

桂林理工大学
1956年，国家重工业部在广西组建了

桂林地质学校。2009年3月，学校正式更名
为桂林理工大学。学校现有屏风、雁山、安
吉、空港四个校区，设19个二级学院，有69
个本科专业，是一所以工学为主，理、管、
文、经、法、艺7大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多科
性高等学校。

电话：0773-5896079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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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专科层次的全日制普
通高校。

学院招办电话：400 8019 678；
0531—83164266

学院网址：http：//www.wsfy.edu.cn;
E-mail：wsfy zsb@163 .com;

滨州学院
滨州学院是2004年5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

立的一所省属全日制综合性普通本科院校，坐落
在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兵圣”孙武的故乡、富饶
美丽的黄河三角洲腹地现代生态园林型城
市——— 滨州市。学校全称：滨州学院。学校代码：
10449。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391号。
邮编：256603。电话：0543—3190200，3190201，
3190067，3190068。E-mail：bzxylzl@163 .com。
网址：www.bzu.edu.cn。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是一所省属公办全

日制普通高校，是教育部、财政部重点支
持建设的全国百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
校之一。学院坐落于“世界风筝都”———
潍坊，学院拥有 4 8个专业，在校生达
12000余人。网址：www.sdzy.com.cn

电话：0536-8187758、8187753、8187768

济南职业学院
济南职业学院是2004年7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

准、教育部备案，在济南教育学院、济南机械职工大学、
济南职工科技大学合并基础上成立的市属国办全日制
普通高等学校。学院立足省会，面向全省，以高职教育为
主，集工、经、管、艺等多学科为一体，以“厚德博学、强能
善技”为校训，以“理论与实践结合、人文与技能融合”为
特色，是一所重点为省会及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
质高级技能型专门人才的综合性高等职业院校。
咨询电话：0531-82627561 82627535 82620826
82926337 学院网址：http：//www.jnvc.cn
E-mail： jnzyxyzsb@163 .com

淄博职业学院
学院全称：淄博职业学院。学院代码：

13009。学院坐落于全国优秀旅游城市、齐
文化发祥地、世界足球发源地、国家园林城
市、工业名城—山东省淄博市。
联系电话：0533-2821888、2348111、2828111
(兼传真)。 学院网址：http：//www.zbvc.cn
E-mail：zb2828111@163 .com。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开创多元化人才

培养模式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作为省属公办全日制普
通高校，是以水利为特色，以工科为优势的综
合性院校，具有50多年职业教育办学历史。是
全国首批水利高等职业教育示范院校、山东省
首批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山东省高校就
业工作优秀院校和山东省德育工作优秀高校，
荣获“全国职业院校魅力校园”、“山东省文
明校园”等荣誉称号。

据了解，该院大力推进“教师素质提高工程”
和“名师工程”，建设了一支德技双馨、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学团
队。现有教职工943人，其中专任教师593人，具有
副教授及以上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226人，专任
教师中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240人，专任教师队
伍中双师型比例达75%。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
人，全国优秀教师1人，水利部5151人才工程部级
人选1人，全国水利职教名师5人，省部级优秀教
师5人，山东水利“3131人才培养工程”5人，山东
勘察设计大师1人，山东水利厅级专业技术拔尖
人才12人，省级教学团队4个。

先后承担国家、省、部、厅级科研课题100余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
步奖14项，地厅级科技进步奖95项。近三年发
表论文809篇，中文核心期刊发表141篇，被
SCI、EI等收录101篇。每年出版论著、教材近
40余部，面向社会开展生产技术服务100多项。

水院开设了涵盖水利、土建、制造、电子
信息、财经等13个专业大类的53个专业，形成
“水利特色、工科主体”的专业体系。拥有全
国水利高等职业教育示范专业2个，国家技能型
紧缺人才培养专业2个，中央财政支持建设专
业、山东省省级高等职业教育示范专业2个，山
东省省级特色专业8个，山东省特色名校重点建
设专业10个。

广泛的国际合作，让学生的人生视野更加
开阔。该院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近年
来，共选派七批350多名学子赴俄罗斯合作院校
留学深造。顺利完成本科学业的270名同学中，
考取硕士研究生的比例达90%以上，还有4人考
取了博士研究生。学成归国的同学全部通过了国
家教育部留学生学历证书认证，多数同学在行政
事业单位和大中型企业工作，就业质量高。

学院成立于1999年，是经教育部

批准、由吉林大学与加拿大纽芬兰纪

念大学、美国诺斯伍德大学等国际知

名高校合作，实施加拿大、美国全日

制本科学士学位教育的高等院校。

2013年，学院获批与美国中密西根大

学合作举办研究生项目，学生可实现

本硕连读。

校址：吉林省长春市硅谷大街452号

电话：0431—85164118、85164755、

85164199

网站：http：//zs.julc.cn

吉林大学-莱姆顿学院

北航美国名校2+2项目是国际留学的

高端项目，北航创业管理培训学院与北航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数学与系统

科学学院、高等工程学院等共同建设完善了

2+2项目的教学体制和培养方案，为项目的

教学和学生培养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保障。

地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业管理培

训学院办公楼

联系电话：(010)8233 8862

8231 6158

网址：http：//www.setbuaa.cn/

电子邮箱：jypx08@buaa.edu.cn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美国2+2本科招生

在就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山东
经贸职业学院连锁经营管理专业的毕业
生往往是毕业前就已被知名连锁企业抢
先“预订”，甚至还出现了多家企业争
相录用一名毕业生的火爆场面。连锁经
营管理专业有何高招让毕业生如此抢
手？

据悉，2003年，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正式开设连锁经营管理专业，招收高职
学生，成为省内乃至全国开设此专业为
数不多的高校之一。十年来，连锁经营
管理专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深化
校企合作，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源
源不断涌向社会的毕业生，为区域经济
特别是连锁超市经营行业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专业现为“山东省省级特色专
业、中央财政支持重点建设专业、全国
供销合作社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重点建
设专业、山东省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名
校重点建设专业”。

岗位轮替，赢在起点。连锁经营管
理专业在长期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在岗
位技能培养的基础上，注重学生职业忠
诚度、职业迁移能力、职业道德意识、
吃苦耐劳精神等方面的培养，大大缩短
了学生的实习期。

自专业开设以来，先后与家乐福、

沃尔玛、大润发、华润万家、银座、潍
坊百货集团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开展
学生顶岗、轮岗实习，全面提升学生职
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保证学生零距离就
业、加速度成长。

陈传文，连锁经营管理专业2013届
毕业生，在顶岗实习期间，经过岗位轮
替，先后在青岛家乐福、潍坊大润发等
知名企业的收银、防损、理货等多个岗
位进行实践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一线运
营经验。毕业前夕，陈传文成功竞聘为
世界500强企业——— 法国欧尚集团烟台店
生鲜部经理助理一职，半年后晋升为生
鲜部经理。像陈传文这样凭借自己过硬
的专业知识和扎实的实践技能，进入各
大超市管理层的不在少数。

深度融合，联招联培。学院依托连
锁经营管理专业与山东省重点扶持的15
家流通大企业之一——— 家家悦集团联合
设立家家悦集团储备店长班，目前已联
合招收239人，其中的大部分毕业生已迅
速成长为企业的骨干力量。储备店长班
的特色在于企业提前介入，参与制定招
生计划、宣传方案和教学计划，定期派
出培训讲师到校讲授企业文化、经营理
念等相关课程，学生能够较早熟悉职场
礼仪、业务规范和岗位职责；同时注重

学生的后续发展，校企共同制定、落实
学生职业发展规划，让学生全面掌握连
锁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各项技能。

2014年初，该专业又与世界500强企
业、世界排名第三的零售批发超市集团
麦德龙公司合作，共同开展项目化教
学，组织学生赴企业开展顶岗实习，使
学生在跨国企业的文化背景和平台上得
到全面的锻炼和提升。

大浪淘沙，唯有审时度势，未雨绸
缪者才能长立潮头。当其他院校同类专
业还在追求高就业率的时候，连锁经营
管理专业却以更加长远的眼光为学生谋
划未来，如何鼓励和扶植学生创业、成
就学生事业已成为他们工作重中之重。组
织创业讲座，提高创业意识，解读创业政
策，提供创业帮扶，实地调查研究，协助规
划 选 址 ，持 续 接 力 教 导 ，规 范 店 面 经
营……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该专业毕业生自己
创业开店当老板的已达百余人，营业面积
超过1000平米店面的也不在少数。正如该
专业2013届毕业生李辰所说的那样：选择
了学习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实现的不仅
是就业，而是成功创业给我带来的个人
价值实现的满足感。

(程诚 赵继民 李学建)

山东英才学院从1998年建校之始，
就致力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形成了
“专业知识+现代技能+职业素质”的人
才培养模式。

该校先后被国家民政部、人社部、共
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省人社厅、教育厅等
授予 “全国先进民间组织”、“全国民办
非企业单位自律与诚信建设先进单位”、

“全国就业与社会保障先进单位”、“全国
五四红旗团委”、“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山东省民办教育先进集体”等称号；位居
《中国民办高校排行榜》全国前三位。2014
年，学校被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确定为“山
东省特色名校建设单位”，并获得1000万
元的建设资金。

英才学院重视内涵建设，确立了以工

学、管理学和教育学为主干、兼顾其他学
科的学科建设定位。现有本科专业26个，
高职专业43个。拥有国家精品课程1门、国
家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个、国家级大
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个；省级精品课
程36门；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省级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个；省级特色
专业4个、省级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2个、
省级高职高专示范性专业2个。

该院坚持“名家治校、名师执教”的
治校方略，建立起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
现有教职工1334人，学校专任教师951人，
教授、副教授占30 . 3%，博士、硕士学位的
教师占57 . 9%，双师素质教师占51 . 6%。学
校拥有国家教学名师2人(双聘1人)、“国
家特支计划”教学名师1人、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6人；国家教学团队1个、省级
教学名师4人、省级教学团队2个，山东省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5人。

2013年，该校获得全国高校就业50
强，是全国唯一入选的民办高校。由教
育部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
调查，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
业指导中心公布的调查数据，用人单位
对毕业生满意度指标，该校排名被调查
的全国41所省属本科高校的第一位。

近年来，该校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
持在93%以上。被评为“山东省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全省16所本科
高校之一和唯一获此荣誉的民办高校)。
2014年，毕业生张保松获第二届“山东
省大学生十大创业之星”，并居榜首。

连锁经营管理专业——— 让学生成为职场香饽饽

山东英才学院致力于创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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