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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城城市市交交通通职职业业中中等等专专业业学学校校
聊城市交通技工学校(聊城市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始建于1965年，是国家人社部认定的国家重点技工学校，山东省“金蓝领”高技

能人才培养基地，山东省交通厅认定的汽车维修人员从业资格培训、考核单位，同时也是国家财政部重点扶持的全国重重点学生实训基
地。是聊城市唯一的“5A”级社会组织。学校校区坐落在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岳路199号，校区按国际学校标准设计，规模宏大，设
施一流、交通便利、环境幽雅，是学生学习、实训、生活及各项活动的理想场所。

优质办学特色

师资力量是评定一所学校
教育水平高低的基础，汽车类
专业更需双师型的师资队伍，
聊城交校近50年的积淀，造就
了理论水平高，实际操作能力
强的双师型精英师资团队。

经过多年摸索，“四阶段办
学模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
大影响，吸引了来自云南、贵
州、新疆等省份学校来校洽谈
合作，并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
批外地生源，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

初中起点的汽车维修专
业，按照职业教育规律和学生
特点进行四段制培养。第一阶
段在校内学习，主要对学生进
行职业素质及专业基础教育；
第二阶段在暑假期间到合作企
业进行入职教育和企业见习；
第三阶段在校进行专业理论系
统学习和专业技能提升；第四
阶段学生在学校合作的汽车维
修企业顶岗实习，亲身体验工
作环境，锻炼职业素质，强化岗
位职业能力，实现与就业的无
缝对接。

将专业课程分成十个模
块，采取小班教学的方式，运用
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
往复循环的教学方法，把汽车
制造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

新工艺和4S店岗位能力作为授
课的主要内容。模块教学法能
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
生牢固掌握所学的知识和技
能。

学校设置专职班主任和专
职实习管理老师，24时全方位
地伴随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和
实习，对学生进行无微不至的
关心，做到贴心服务又细心管
理。

学生在上学过程中，有两
个带薪实习阶段，既可以增加
实习经验，又可以获得一定的
收入。学校还可以在寒暑假安
排专业相关的勤工俭学，派驻
专职的实习管理老师对学生实
行统一管理。

学校与21家联办学校及38
家汽车制造、销售、服务类企
业，组成汽车教育联盟，为学生
提供高标准的教学、实习和就
业平台。

从入学开始，就帮助学生
做好职业规划，学校在各大就
业基地设立就业服务机构，按
照职业规划帮助学生适时调整
就 业 岗 位 ，通 过 电 话 、网 络
(QQ、微信、飞信)面对面，随时
做好学生就业心理辅导，帮助
学生渡过就业适应期。学生就
业后，学校帮助学生制订技能
提升计划，组织学生参加技师
技能鉴定，合格者晋升为技师。

在该校学习的学生，均有机会
辅修第二学历，获得国家承认
的大专、或本科学历证书。为学
生将来在企事业单位工作时，
提拔、加薪、转岗时提供必要条
件。“3+2”大专连读。

骨干专业推介

汽车驾驶与维修专业特
色：初中起点，两年毕业，学校
提供连读高技的条件，两年后
可获高级技工毕业证书(大专
待遇)。学校专门设立驾驶学
校，学生在校期间即可取得机
动车驾驶证，注重职业素养提
高，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校企合
作、共同培养，高技阶段可到4S
店或大型汽车制造厂实习，实
习期间，月收入在2500—4000
元左右。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特
色：初中起点，两年毕业，学校
提供连读高技的条件，两年后
可获高级技工毕业证书(大专
待遇)。注重职业素养提高，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校企合作、共
同培养，高技阶段可到4S店或
大型汽车制造厂实习，实习期
间，月收入在2500—4000元左
右。

汽车电子技术应用专业特
色：培养具备大型汽车企业管
理理念，熟悉汽车构造和工艺，
具有较强的维修能力的专业人

才，假期和实习期到汽车大型
制造企业见习，见习收入2—3
万元。该校与中通客车常年举
办中通冠名班，学生毕业后成
为中通正式员工，满足学生本
地高薪就业愿望。

电子商务专业特色：在校
期间可以带薪实战；可以可享
受创业扶持；可以免费入驻东
昌府区创业孵化中心。“创业老
板班”培养有志自主创业的电
商老板，从事微商，淘宝等热门
电商业务，我校14级优秀毕业

生毕业后自主创业月销售额50
万元。学校联合哈尔滨银行、中
关村互联网+学院推出“互联网
+运营与应用技术”、“互联网营
销”等专业培训课程，实行入学
前签订合同，毕业即就业，高薪
就业，对于家庭困难的同学提
供助学贷款。

机电技术与应用专业特
色：采用校企合作模式进行订
单培养，举办冠名班，毕业后直
接 进 入 企 业 工 作 ，就 业 率
100%。

招生专业 招生计划

汽车运用与维修 300

汽车电子技术应用 300

电子商务 200

机电技术应用 200

“3+2”连读大专汽车电子技
术应用

100

招生计划

学校地址：聊城市东昌府区光岳路199号内

电话：13626358205 18963581789

网址：www.lcjtxx.com

QQ：553586333 124077039

聊聊城城市市竞竞技技体体育育运运动动学学校校
◇ 学校简介

聊城市竞技体育运动学校
是2010年经山东省教育厅和聊
城市教育局批准成立的全日制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是一所以
大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
秀体育后备人才为办学目标的
体育特色学校。是为国家队、省
队培养、输送优秀体育后备人
才的体育类专业学校。

学校位于聊城市西郊，占
地180余亩，建筑面积66000㎡，
总投资2 . 6个亿。现拥有设施一
流的教学楼、武术厅、散打厅、
拳击厅、举重厅、柔道厅、摔跤
厅、跆拳道厅、足球场、篮球场
等，配套设备齐全。具备学术水
平高，教学、训练经验丰富，爱
岗、敬业精神强的师资力量。学
校实行军事化全封闭式寄宿管
理。

学校创建以来，本着“突出
特色，以人为本，科学训练”的
指导方针，在教学、训练、管理
上已初见成效，学生学习成绩
和竞技水平明显提高。几年来
先后有600余名学生分别被山
东师范大学、山东体育学院、北
京体育大学、吉林体育学院、武
汉体育学院、海南师范大学、广
西师范大学和哈尔滨体育学院
等院校录取。并为国家、省队等
输送500余名优秀运动员，2016
年85%以上的学生考入国家一
本、二本类军、警、体育学院、师
范大学的本科运动训练专业。
近年来，该校学生在国家级、省
级比赛中共获得了金牌380枚、
银牌500枚、铜牌400枚。

◇ 培养目标
1、培养高水平的青少年运

动员，为各级各类体育院校提
供高质量的生源。

2、为高水平运动队、特种
兵部队、高保特卫等单位输送
高精尖人才。

◇ 运动项目和课程设置
1、运动项目设有：武术、散

打、拳击、跆拳道、足球、篮球、
举重、柔道、摔跤、气功、搏击、
军警擒拿格斗、推拿等十几种
专业。

2、学校开设的文化课有：
高中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
史、地理等

◇ 学制及学籍
1、学制：三年制。修满教学

计划规定课程，达到毕业要求
的学生，学校颁发中专文凭。本
人有意深造可继续本科学业。
对运动成绩突出者，学校积极
向专业运动队或用人单位推
荐。

2、学籍：凡是被录取的学
生，中专阶段的学籍为全国中
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系统中注
册的学籍。

◇ 招生范围及名额

本校现有在校生800余人，
面向山东省内外，计划招生500
人，每个专项招收具体数额和
男女比例根据考生质量而定，
生源条件好的专项适当增加录
取名额，择优入取。

◇ 招生考试

学校实行全年招生考试。
1、全国、山东省内爱好体

育、有潜质的体育特长生均可
来聊城市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报
考。

2、考生报名时必须持学籍
证明、户口本、身份证，以及八
张相同一寸近期免冠照片。

◇ 招生对象、条件
1、招生对象：
预科班：小学毕业生，年龄

在12—13周岁的在校学生。
中专班：聊城市区内外初

中一年级以上文化程度，年龄
在14—15周岁的在校学生。

2、从省内各市(地)、县、业
余体校和普通中学初中毕业中
招收，专项运动成绩突出者不
受年龄限制。考生必须拥护中
国共产党，思想进步、遵纪守
法、身体健康、发育良好，有一
定的运动技术水平。男子身高
在1 . 6 0米以上，女子不低于
1 . 50米。特殊专项，特殊考虑。

◇ 报考优势、就业方向
1、报考优势：学习体育专

业，通过参加山东省内组织的
各项比赛，获取国家二级运动
员证书，高考中参加体育单独
招生考试，文化课成绩只需要
200分左右，就能够考取国家二
本类体育院校。

2、每年报名参加高考，有3
次机会参加考试，分别是春季
高考、夏季高考、全日制职业院
校自主招生。凡是获得国家二

级运动员证书的考生，可以参
加体育类院校单独招生考试。

3、在该校毕业后可直接进
入优秀运动队、升大专、考入体
育院校、参军或推荐就业。

◇ 报名方式
1、报名学生，可直接到校

面试报名、缴费。
2、通过参加中考后，在聊

城市教育局高中段统一招生平
台中填写志愿报名。

3、交验考生户口原件及复
印件和所在学校推荐信和学历
证明。

4、近期一寸红色背景免冠
照片8张。

5、考生参加考试的报名、体
检、交通、住宿等费由考生自理。

◇ 报名时间及地点

1、报名时间：2017年5月01
日——— 8月30日

2、报名地点：山东省聊城
市竞技体校办公室(办公楼1楼
招生办公室)。

◇ 备注
1、凡考入该校的学生可享

受国家免学费2000元/年，国家
助学金2000元/年(占学生总人
数的10%)。

2、优秀运动班学员享受一
定的伙食补助。

学校地址：山东省聊城市
聊堂路29号(乘坐9路、25路、
108路公交车，少林武校或竞技
体校门口下车即到)

邮编：252000
联系电话：0635-8497888/

999
校长电话：15106818888

该校学生参加全省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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