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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专业 培养方向 拟招生人数 学制

机电系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设备安装与调试

250

三年
（学生
在校学
习两年
半，企
业顶岗
实习半
年）

机电产品维修
自动化生产线运行

机电产品营销

数控技术应用
数控车削加工

100数控铣削（加工中心）加工
数控机床装调与维护

汽车系
汽车运用与维

修

汽车机电维修（含升学） 200
汽车钣金 30
汽车喷漆 3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中德诺浩校
企合作方向)

60

经贸系

会计
会计学 50

财务管理 50
会计电算化 50

电子商务
商务网站维护 50
电子商务物流 50
校企合作班 50

计算机系 计算机应用

网站建设与管理 100
动漫与游戏制作 100
数字媒体技术 100
物联网装调 50
网络维护 50

康复技术

保健按摩师

200

康复治疗师（士）
制药工程

医学影像技术
药学

医学检验技术

现代服务系

现代农艺技术
农作物生产经营 50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50

高星级饭店运
营与管理

高星级酒店服务与管理 50

高星级酒店服务与管理 50

高铁服务与管理（校企合作） 50

航空服务 280

二O一七年招生简章

招生专业、培养方向及招生计划

高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是首批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
校、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示范学校、山东省职业教育先进
单位、山东省教学示范学校、山
东省教科研示范学校。

学校坐落于风光秀美的齐
鲁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书画艺术
之乡—山东省高唐县城。学校新
校区占地面积658亩，建筑面积
115000平方米，教育教学设施完
备，目前是高唐县乃至全市办学
条件最好的职业学校之一。

春季高考独领风骚：学校连
续十七年春季高考本科升学率位
居全省前列。2012年—2016年学校
有1133名优秀毕业生考入青岛大
学、青岛科技大学、山东理工大
学、山东科技大学、齐鲁工业大
学、聊城大学等高校就读本科。

学生就业前景广阔：与省内
外40多家外资、合资企业和国有
大型企业建立了稳定的长期合
作关系，学校对合格毕业生100%
推荐工作，对品学兼优的学生优
先推荐到名企就业。学生初次就
业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就业
满意率在95%以上。

校企合作特色鲜明：学校与
企业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模
式合作，开设了中德诺浩汽车维
修、中德竞安城工业机器人、恒

成电子商务、万航航空服务、中
企润林高铁乘务等现代学徒制
试点班，与企业零距离对接，确
保实现优质高端就业。

学校师资队伍精良：学校教
师队伍师德高尚、数量充足、结
构合理、素质优良，其中有全国
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齐鲁
名师、省市优秀教师、市“十佳教
师”和高唐名师多人。

学校设施设备先进：学校建
有校内实训基地4个，校外实践
基地13个，拥有专业实训室38
个，教学用计算机700多台，各类
实习实训设备总价值2254万元，
设施设备先进，功能齐全，能满
足各专业教学、实习需要。

封闭式、无缝隙管理：学校
实施“6S”德育管理模式，着力培
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注重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
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生活设施完善齐备：学生公
寓8人一间，太阳能淋浴、卫生
间、衣柜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学生食堂饭菜可口、花样繁多，
物美价廉。

免学费、国家助学：所有学
生免学费入学，涉农专业和家庭
困难学生可申请每年2000元的
国家助学金，学业优异的学生还
可以申请企业助学金。

招生对象

身体健康、品德良好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和其他同等及以上学历
人员。

报名及考试

与普通高中招生同步进行，应届初中毕业生持录取通知书到校
报名；其他人员直接到学校报名。

类别 专业 学制 专业优势及就业去向 学费 人数

技能
就业
班

音乐（学前
教育方向）

2+1
音乐、舞蹈等高标准功能用房，师资雄厚，学习、见
习、实习、综合学习模式。

免学
费

100

计算机应用 2+1

国赛参加项目、省赛获得第四名的优异成绩，高标
准专用实训室，名师授课。

免学
费

50

实战化教学，就业、创业皆宜。
免学
费

50

传统品牌专业，易学易懂，毕业后在广告公司、综合
企业、网络公司工作。

免学
费

50

汽车应用与
维修

2+1
课堂理论教学一实训车间模拟实验-驾驭培训基地
练车的完善教学实践体系。

免学
费

150

机电技术应
用

2+1
专业师资强，实训设施完善，项目教学，就业前景广
阔。

免学
费

100

数控技术应
用

2+1
拥有国家数控技术研发中心全国唯一一处县级实
训基地，实战教学。就业去向：数控操作工、数控编
程员、数控维修人员。

免学
费

50

焊接技术应
用

2+1
汽车钣喷人员市场缺口达20万左右，汽车4S店、大
中型汽车服务企业、知名汽车连锁企业工作。

免学
费

50

旅游服务与
管理

2+1 从事酒店管理、烹饪、面点、乘务员等岗位。
免学
费

100

果树花卉生
产技术

2+1
直接从事技术性操作性较强的花卉栽培、品种试
种、常见病虫害防治技术、土壤与植物营养成分分
析的高级应用性职业技术人才。

免学
费

50

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

2+1
全国各大铁路系统从事高铁、动车、列车、地铁等乘
务工作，全国各大机场从事安检、调度等地勤工作。

免学
费

50

冠冠县县职职业业教教育育中中心心学学校校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位于冠县振兴路268号，占地2 . 98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4 . 2万平方米。具有高标准的实训车间和先进
的实训设备。学校建有汽修、中德诺浩、数控车床、机电一体
化、电气焊、护理等实训室，建有舞蹈房、钢琴房、微机室等功
能室。学校拥有一支结构合理、以中青年教师为主的教师队
伍。现有教职工203人，其中高级技师21人，中级技71人，双师
型教师70人。全日制在校生近3000人。

一、五年一贯制大专班

1、五年一贯制：又称“初中起
点大专教育”，招收参加中考的初
中毕业生，达到录取成绩后，直接
进入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简称“高
职院校”)学习，进行一贯制的培
养。学业期满、考试合格颁发国家
教育部统一印制的《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证书》，此学历为国家承认
的全日制大专学历，由人事部门
签发统一的就业报到证。

2、报名条件：
①学籍注册地为聊城市的应

届初中毕业生。
②参加聊城市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
③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必须达

到聊城市五年一贯制报名最低分
数控制线。

④凡达到以上报考条件者，
由市教育局，根据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

3、志愿填报时间及方式：
考生登录聊城教育信息网

(http：//www.lcedu.cn/)，在“聊城
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阶段招
生综合管理系统”填报志愿。

4、招生专业：护理、汽车检修
与维修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机

电一体化技术。
5、学习方式：中专阶段在我

校免费学习，大学阶段到聊城职
业技术学院学习。

二、春季高考班

1、优势：
①考试内容少，难度小。我

省春季高考将实行“知识 + 技
能”的考试方式。“知识”部分考
试内容仅为语文、数学、英语和
专业知识 (按专业类别 ) 4科，试
范围具体易学。“技能”部分则
是考接考生的专业基本技能，
但操作简单。春季高考是山东
省自主命题，与全国高考命题
相比题目考查得简单，命题难
度低。

②竞争小，录取率高。春季高
考面向全省招生，生源范围小，竞
争小，相对全国高考录取率高。

③春季高考考上的大学和夏
季高考考上的大学完全一样都是
国家计划内统招院校！相同专业
的毕业 .证完全一样！国家承认！
享受同等待遇国家教育部网站上
学历可查！

2、专业：开设学前教育、护
理、计数机、汽车维修等专业共招
生300人。

招生层次及专业

技能就业班

类别 专业 学制 专业优势及就业去向 学费

特色
班

中德诺浩
班 2+1

采用德国汽车职业资格证书课程，现代学徒制的高技能人才能的
培养模式。中德诺浩汽车职业教育，真正掌握了高技能人才培养
的专门技能或技术诀窍，国际、高端、专业，由中德诺浩负责推荐

到省级城市以上的4S店就业。

3850

北大青岛
班

2+1

首推职业教育标准化操作，主要将计算机相关专业课替换成北大
青岛IT教育先进成熟的课程体系。通过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实
际动手能力，使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就有了实际项目的操作经验，

符合现代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由北大青岛负责推荐就业。

3000

特色班


	LT2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