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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招会增设品牌高职院校专场宣讲会

招招办办主主任任上上阵阵，，为为你你介介绍绍心心仪仪专专业业
本报济南7月17日讯(记者

周国芳) 24日，山东高考招生咨
询会专科(高职)场将正式开始。为
了给考生和家长提供便利，在延
续往年高校现场展位咨询模式的
同时，我们还将开辟专区，增设品
牌高职专场宣讲会，招办主任亲
自上阵，给考生介绍心仪的专业。

高招会每年都吸引数万考生
家长现场咨询，在人流量集中的
咨询高峰时段，家长们往往要等
很长时间才有机会跟招生人员交
流，尤其是那些受考生欢迎的招
生大户，更是“一问难求”。

为了提升高招会咨询效率，
方便更多的考生家长了解心仪的
高校，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增设
品牌高职院校专场宣讲会，邀请
省内品牌美誉度高、办学实力强、
招生规模大、就业形势好的高职
名校招办负责人，现场为考生介
绍院校情况，解答考生疑问。

目前，山东省的品牌高职院
校如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山
东水利职业学院、济南工程职业
学院已确定参加宣讲。学校招办
负责人将详细介绍办学特色、优
势专业、学生就业情况，家长和考
生还可以互动提问，现场了解志

愿填报、专业选择、就业去向等。
另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教

育学院 2+3 多国留学本硕直通车
项目也为有意出国深造的学子带
来了专场的分享。

考生可以根据校方提供的建
议报考分数段，结合自己的兴趣
和规划，选择参与相关场次的宣
讲会。同时建议考生列出意向高
校和疑问，节约提问时间。此次高
招会专科场地点为山东高考招生
咨询会现场二楼。部分品牌高职
专场宣讲会时间如下：

09：00 ——— 09：30 济南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该院为公办全
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主要面向建
筑、服装纺织、机电三大行业培养
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预估
分数段：文理科 300 分以上考生
可报考。其他要求：招生外语考试
语种不限，学校的公共外语是英
语，其它语种入校后需改学英语，
各专业不限男女比例。

09：40 ——— 10：10 山东劳
动职业技术学院。该院为全国职
业教育先进单位、国家高技能人
才培养示范基地、山东省高等教
育技能型特色名校。预估分数段：
3+2 本科预计全部招理科学生，

420 分以上希望较大。学院有 3 个
专业 160 个计划，录取机会大；普
通专科层次文科 300分以上，理科
290 分以上希望较大；文理科 300
分以下可考虑校企合作的专业。

10：20 ——— 10：50 山东水
利职业学院。该院为省属公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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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
属山东省水利厅、教育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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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估分数段：350 分左
右，土建、机电、信息、财经、商务
为优势专业。

10：00 ——— 11：30 中国人
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中国人民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2+3 多国留学
本硕直通车项目，享校内资源，中
外名校强强联手。历年培养的学
生中已有数百人进入世界顶尖高
校深造，学生毕业归国后主要在
政府、企事业单位、银行、高校等
机构发展。预估分数段：理科 451
分以上文科 474 分以上可以免试
录取，低于 450 分的同学需要来
校参加入学测试，根据成绩择优
录取。全国计划招生 100 人山东
计划招生 20人。

帮帮助助寒寒门门学学子子，，小小记记者者也也要要出出份份力力
周末当报童，加入我们一起做公益吧

本报济南 7 月 17 日讯(记者
尹明亮) 做一个充满爱心的小记
者吧，本周末齐鲁晚报小记者就要
行动起来了。为寒门学子上学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小记者们本周日
将走上街头，卖一次报纸，用挣来
的钱献一次爱心。

本报一年一度的利群阳光
助学行动正在进行，每年资助
100 名贫困大学新生，一个个励
志的故事总是催人奋进。为呼吁
更多的人帮助寒门学子，小记者
们将用自己的行动呼吁人们参
与进来。本周末，齐鲁晚报小记
者将卖报纸，征集爱心。

如果您也想让孩子参与到
活动中来，可以尽快让孩子加
入齐鲁晚报小记者团。

齐鲁晚报小记者团是齐鲁
晚报针对小学生设立的一个小
集体，跟着小记者团可以一起去
参观先进的实验室，体验传统文
化，还可以免费参加小记者特色
课体验营，我们将会带着小记者

走进医院、法院、军队等，让小记
者了解各行业。

齐鲁晚报小记者团联系电
话：0531 — 85193855。您可以关
注“齐鲁学堂”微信公众号，或扫
描二维码加入齐鲁晚报小记者
QQ 群，群号为 184941630。

头戴小红帽的小记者在泉城广场爱心义卖。 本报记者 王若松 摄

留留学学德德国国，，可可先先在在济济南南参参加加考考试试
7 月 20 日和 8 月 10 日两所德国高校将分别举行入学考试

本报济南 7 月 17 日讯(记者
许亚薇) 每年高考后，来自德

国的多所高校会专门来济南招收
优秀高中毕业生。如果想去德国
留学，还有两次机会，7月 20日和
8 月 10 日，德国帕德博恩大学和
耶拿应用科技大学将分别来济南
组织两场考试。

如今，德国已经成为全球第
三大留学目的地国家，仅次于美
国和英国。近年来，可以免除所有
学费的德国成为不少想要出国留
学学生的新选择。

德国凭借着高质量的学术水
平、高含金量的文凭以及受国际
承认的教育体系受到了全世界留
学生的青睐。同时，德国是欧盟经
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它的国民生

产总值几乎达到了欧盟的四分之
一，强大的经济实力给教育投入
提供了保障，高校硬件设施优良。

德国教育以应用研究型为
主，旨在培养具备专业知识和国
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
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
才，就业前景十分广阔。

招生专业：机械工程、电子工
程、生物医学、环境与能源、土木
工程、软件工程、仿生学、国际经
济与管理、经济金融、企业管理、
国际商务、物流工程、国际税法等
30多个文理科专业。

考试科目：数学和英语。
学费及生活费：德国留学费

用相对较低，除了学费免除外，每
年的生活费仅需 6万元左右人民

币。目前，德国实施一项名为欧盟
高知人才引进方案的法案，学生在
德国学习期间可以全天兼职的时
间从以往的 90天扩展到了目前的
120 天。进一步降低学费，扩大德
国在中国工薪家庭中的号召力。

赴德学习：通过考试的学生
将获得德国大学录取通知书，于
今年 11 月赴德国。学生根据所报
专业，可选择英语、英德双语或德
语三种教学语言学习。一年预科
课程后，三年本科、两年硕士均免
学费。项目为团体审核，免面签，
签证率 100%。

如果学生和家长想要了解更
多德国大学项目的招生及考试信
息，可拨打咨询电话：15820086667，
15954841366。

山山东东牧牧医医职职业业学学院院入入选选
2015年高职院校服务贡献50强

本报济南7月17日讯(记者
王婷婷 通讯员 王金诺)

《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
度报告》在北京发布，首次发布
了“服务贡献表”，并排出2015年
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服务贡献50
强榜单，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是山东省入选的两所高校之一。

据了解，山东牧医职业学院
是我省唯一的农牧类高职院校，
该校现为山东省现代农业技术
培训基地，是国家跨世纪青年农
民培训工程、山东省新型农民创

业培训工程承办单位。该校积极
承担省内外政府、行业、企业培
训任务，年培训学员 6.9万人次。
该校教师担任近千家企业顾问，
广泛开展专业培训和技术服务，
形成“学院+企业+农户”新型服
务模式和科技服务辐射带动机
制。目前，该校是国内同时拥有
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团
队、国家级精品课程等“国字号”
头衔最多的高职院校之一，是全
国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畜牧兽
医人才培养基地。

民办本科社会认可度报告

齐齐鲁鲁医医药药学学院院五五项项指指标标排排第第一一
本报济南7月17日讯(记者

纵瑞东 通讯员 沙红民 公
培强) 近日，中国民办本科院
校社会认可度评价年度报告公
布，在社会认可度评价10个核心
指标中，齐鲁医药学院就业现状
满意度、毕业半年后的非失业
率、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最低)、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职业期待吻
合度等五项指标居全国第一名。

据介绍，该报告由中国民办
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
与麦克斯研究院共同发布。社会
认可度是衡量大学社会影响力
和社会美誉度的核心指标，直接
体现社会对大学的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水平、层次
和效果的认同度，也是体现大学

全体师生校友的社会影响力和
社会声望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齐鲁医药学院不断
加大改革力度，坚持质量立校，
走内涵发展道路。实施教学改
革，因材施教。推出“教学三项改
革”，实施分层次教学，文理分
类、高低分层、英语分级。创新思
想道德方式，提升学生综合素
质。坚持质量生命线，教育教学
质量持续稳步提升。据人社厅指
定的第三方机构统计数据显示，
该校连续3年就业率保持在93%
以上，其中2015年度就业工作中，
有13个专业的就业率列全省第1
名；连续3年，考研录取率保持
30% 以上，且有百余名学生考入
985、211院校。

山东省学生(初、高中生)

综合实践活动夏令营即将开营

本次活动由哈尔滨工业
大学(威海)、山东省青少年教
育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学、
研、吃、住”全程在大学校内进
行，“走进大学、感受大学、规
划大学”，孩子可以感受到大
学的魅力所在，内心发出积极
向上的学习动力，这将成为激
励他们走进未来大学生活的
重要力量。

参加本次活动能充分体
验重点学科学术氛围，感受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将自我探索

与全真体验相结合，让孩子受
益终生。活动结束时，由主办单
位提供山东省学生综合实践活
动证书。开营时间：第一期 7 月
18 日— 7 月 24 日；第二期 8 月 5
日— 8 月 10 日。具体活动方案
请在山东省青少年教育科学研
究院 www.sdyouth.org.cn 或山
东 省 教 育 科 研 网
www.sdgov.org.cn 查询。

每营50人，按报名顺序安
排入营 联系人：杨老师
0531 — 66669765 13964089552

山东警察学院

录取 1502 人

本报济南 7 月 17 日讯
(记者 王光营) 日前，山
东警察学院完成 2016 年招
生工作。该院今年共计录
取新生 1502 人(含英烈子女
保送生 7 人)，其中分数在
本科一批线以上的为 1230
人，占 82 . 3%。在完成各市
预分计划的基础上，全省
计划的分数线为理科男生
536 分，理科女生 596 分，文
科男生 509 分，文科女生
568 分。理科最高分 643 分，
平均 563 分。文科最高分
599 分，平均 538 分。目前，
该院《新生录取通知书》已
经发出，所有新生将于 9 月
21 日在明水校区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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