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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院校 免学费上学 订单培养 毕业即就业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2017年招生计划
层次 专业

招生
计划

学制
招生
对象

层次 专业
招生计

划
学制

招生
对象

技师

数控技术 40
1 . 5
年

高技

技师

工业机器人 40

3 . 5年
高中
中专
中级

汽车检测与维修 40 电气设备安装与维修 40

二年
高级

工业分析 50

2年
高中
中专

机电一体化 40

化工工艺 50 数控技术 40

旅游服务与管理 100 汽车检测与维修 40

电子商务 100

四年高
级

工业分析 100

4年 初中

财务会计 50 硅酸盐工艺 50

快递运营管理 50 化工工艺 50

物流管理 50 旅游服务与管理 100

安检服务与管理 50 电子商务 100

健康服务与管理 50 财务会计 50

报关与货运代理（快递运营
管理）

50 快递运营管理 100

档案管理（电子商务） 50 物流管理 100
电气设备安装与维修 100 安检服务与管理 50

楼宇自动控制设备安装与维护 50 电气设备安装与维修 100

物联网技术 50
楼宇自动控制设备安装与

维护
50

机电一体化 50 机电一体化 100
数控技术 50 数控技术 100

焊接技术 50 焊接技术 50

3D打印技术 50 3D打印技术 50

模具设计与制造 50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50

汽车检测与维修 50 模具设计与制造 50

新能源汽车 50 汽车检测与维修 100

涉农
专业

食品加工与检验 50

4年 初中

新能源汽车 100
农业电气化 50 汽车钣金 100

农业机械设备安装与维修 50 汽车保险理赔 50

春季
高考

机械制造技术 50 1年 高中 航空服务 40

学院简介

学院是山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直属、省委
高校工委管理、省财政全额
拨款的副厅级事业单位，培
养高技能人才和职业院校
实训教师的高等技术院校，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养示
范基地、全国职业教育先进
单位、全国高技能人才培养
联委会成员、全国技校委员
会副主任单位、全国一体化
教学试点单位，荣获国家技
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山
东省实验实训前五强和最
具就业推动力技工院校，全
省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全省
校企合作先进单位，山东省
富民兴鲁劳动奖状。设有国
家职业技能鉴定站、山东省
职业介绍中心分中心、山东
省技师工作站。具有教学培
训、职业技能鉴定和就业介
绍一体化功能。学院占地
420亩，在校生1万人，办学
条件先进，是全省一流、全
国知名的技师学院。

毕业生待遇及就业安置

1 .双证书就业：各层次
学生学业期满，考试鉴定成
绩合格，颁发学院毕业证书
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验印的职业资格证书。

2 .山东省人民政府文
件(鲁政发〔2003〕83号)规

定：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生在
政策上与大专以上学历人
员同等对待，在使用上要一
视同仁。

3 .就业安置：学院与全
省多家企业共建校企合作
集团，实行订单培养，为毕
业生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
毕业生供不应求，每人平均
有3个以上就业岗位供选
择。往届毕业生就业单位主
要有：海尔集团、济南钢铁
集团、莱芜钢铁集团、日照
钢铁集团、中国重型汽车集
团、天德化工、天瑞化工、中
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百世物流科技、阿里
巴巴有限公司、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等以及驻聊大企业
中通客车、祥光铜业、希杰、
昌润金刚石、新华联新能源
等企业集团。毕业生参加工
作，单位全部缴纳社会保
险，大部分企业享受住房公
积金，1年后月收入均在
2500元以上，几年努力后可
成为技术、管理或教学骨
干。

学院地址：聊城市站前
街南首(乘K1、K11、K16、K17、
K23、K249路公交车山东工
程技师学院站即到)

咨询电话：0635-8440060
报 名 网 址 ：

www.sdgcjs.com
电子邮箱：8426863@

163 .com

层次 学制 专业 层次 学制 专业

预备技师
三年

（高中）

数控加工

三二连读大专
五年

（初中）

建筑工程技术

焊接加工 工程造价

机械装配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数控技术

计算机信息管理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汽车维修 会计电算化

高级技工
五年

（初中）

机械装配

中专
三年

（初中）

机械加工技术

数控加工 电气技术应用

焊接加工 计算机应用

纺织技术 无人机应用技术

汽车维修 机电技术应用

汽车制造与装配 建筑工程施工

铁路客运服务 会计电算化

电子商务 工程造价

现代物流 建筑装饰

成人脱产大专
二年

（高中）
建筑工程技术

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

市政工程施工

聊城市技师学院(聊城高级工程职业学校)位于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国家级重点院校，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同志的母校。学院占地
面积500亩，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总投资8亿多元，建有2 . 5万平方米的实训楼和1 . 2万平方米的生产实习车间，实训实习设备设施先进齐全，设备资产总值
达6000多万元。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任教师413人，“双师型”教师比例达80%。学生就业渠道畅通，毕业生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

为满足市内外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和广大学生求学、深造的愿望，学院2017年开设以下专业：

持户口本或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到聊城市技师学院(聊城高级工程职业学校)招生报名处报名。

学院地址：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岳南路199号 咨询电话：0635-8503000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


	LT2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