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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城城大大学学社社会会体体育育部部
暨暨聊聊城城市市体体育育运运动动学学校校

一、学校概况

聊城大学社会体育部(聊城市体
育运动学校)是聊城大学三十个院部之
一，下设行政办公室、分团委(学生科)、
竞技训练中心、体能教研室、教学办公
室、竞技训练科研所、场馆管理中心、招
生就业办公室，是聊城大学唯一可招收
初中、体育中专、职业中专在校生的教
学单位。2014年与山东省体育学校合作
办学，更使我部(校)运动水平跃上一个
新的台阶，成为名副其实的山东省二
队。2017年与山东体育学院合作，成立
实习训练基地。现依托聊城大学的优秀
资源，办学条件优越、师资力量雄厚，其

“一条龙”式教学服务，将竭诚圆你：“大
学梦、冠军梦”。

二、办学思路

该部(校)坚持“以竞技体育为中
心，以文化、职业技术教学为基础，以专
业建设为保障，为国家培养和输送高素
质竞技体育人才为目标”的办学思路。
根据国家计划，2017年招收三年制、运
动训练中专学生360人。

三、办学特色

学生可享受“一条龙”式教学服务。
中学生可直接升入更高层级学段的学
习、训练，我校招收“运动训练”本科大学
生(单招生)。该专业是全国统考之外，高
校自主招生、自主考试的专业，凡在我部
(校)就读的中学生、中专生，我们将依据
训练成绩，优先推荐考试升学。

四、训练项目

该部肩负着代表聊城市和聊城大

学参加省以上体育比赛、向上级运动队
输送优秀运动员、为社会培养体育骨干及
体育师资的任务。多年来始终坚持以育人
为宗旨，以训练为中心，以教学为基础，以
后勤服务和学生管理为保障，为省队和国
家队输送了大批优秀运动员，也为社会培
养了大批体育骨干及体育师资。

现设皮划艇、赛艇、龙舟、散打、跆
拳道、拳击、羽毛球、网球八个运动项
目。其中皮划艇、赛艇、散打、跆拳道、拳
击为山东省二队，在山东省居领先地
位，在国内已具有重要影响。

五、运动成绩

杨增鑫荣获2014年世界杯赛艇
2000米八人单桨有舵手第三名、2013年
第十五届亚洲赛艇锦标赛2000米四人
单桨无舵手和八人单桨有舵手冠军、
2014年亚运会赛艇8人单桨有舵手冠
军；张吉点、王文涛荣获2013年全国第
十二届运动会1000米四人皮划艇冠军；
孙昭稳、杨增鑫荣获2013年全国第十二
届运动会赛艇2000米四人单桨无舵手
冠军和2000米八人单桨有舵手冠军；杨
增鑫2015年先后荣获第十六届亚洲赛
艇锦标赛、全国赛艇冠军赛、全国赛艇
锦标赛2000米四人单桨三项冠军、荣获
2016年全国皮划赛艇锦标赛男子2000
米八人单桨第二名；张玉婷荣获2015年
山东省青少年皮划赛艇锦标赛单人双
桨冠军、荣获2016年全国青年赛艇锦标
赛U18四人艇第一名；李奇荣获2016年
山东省青少年赛艇锦标赛男子乙组
1000米单人双桨第二名；张召阳荣获
2016年山东省青少年皮划赛艇锦标赛
男子甲组500米第二名。肖杰荣获2014
年全国散打锦标赛70公斤级第三名；马

瑞楠荣获2015年山东省散打锦标赛56
公斤级第三名、全国冠军赛第二名、荣
获2016年山东省散打锦标赛56公斤级
第三名；张忠瑞荣获2016年山东省散打
锦标赛男子甲组60公斤第二名；赵书利
荣获2016年山东省散打冠军赛男子甲
组100公斤第一名、山东省青少年散打
锦标赛男子甲组100公斤第三名；姜国
庆荣获2016年山东省散打冠军赛男子
甲组60公斤第三名。张慧荣获2013年山
东省跆拳道锦标赛67公斤级冠军，李春
莹、杨静芮分别荣获2013年山东省跆拳
道锦标赛高水平组+72公斤级、74公斤
级第二名；高玉坤荣获2014年山东省跆
拳道锦标赛男子62公斤级第三名。闫
东、王泽正分别荣获2013年山东省拳击
锦标赛69公斤级冠军、60公斤级第三
名；丁永超、王奇、闫东、代文静分别荣
获2014年山东省第23届运动会拳击赛：
48公斤级第三名、57公斤级第三名、69
公斤级第三名、57公斤级第三名；谢兴
民、王睿文、李娅分别荣获2015年山东
省拳击锦标赛、冠军赛第三名；李娅荣
获2016年山东省拳击锦标赛、冠军赛女
子甲组+75公斤第三名。李喜龙荣获
2016年山东省拳击冠军赛男子甲组-91
公斤第二名。

六、报考要求

考生于2017年5月3日至8月20日，
持学校介绍信(或初中毕业证)、身份证
及复印件、近期一寸同版免冠照片三
张，到聊城大学东校区1号办公楼(逸夫
图书馆右前方)302室报名。

七、咨询电话：
0635-8239376 0635-8239385

临临清清工工业业学学校校
山东省临清工业学校是山东省人

民政府认定的公办省级重点中等职业
学校，山东省规范化中职学校立项单
位，省级职业教育先进集体，聊城职业
技术学院教学基地，聊城广播电视大学
临清分校，洛阳轴承高级技工学校临清
分校。学校始建于1988年，占地100余亩，
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现有教职工146人，
其中高级讲师31人，讲师53人，临清名师
2人，高级技师1人，技师9人，高级技工60
人。学校环境优雅，设施齐全，实验实训
设备精良，是一所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
代化高品质学校。学校严谨治学、规范
管理，突出实践教学，注重技能训练。曾
获得省级职业教育先进集体、省级卫生
先进单位、市级职业教育优胜集体、市
级红旗团委、市级教学先进单位和花园
式学校等荣誉称号。

惠民的国家政策

根据鲁财教【2013】65号及【2013】
64号文件规定，从2013年秋季学期起，
所有中等职业教育全日制正式学籍在
校生全部免除学费；家庭经济困难的
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每生每年2000
元，人数不低于在校生数的10%，资助
两年；学校设奖学金，每学期评选一
次，奖励在校期间品学兼优学生；对于
在校期间获省、地级技能大赛奖项的
学生给予奖励，成绩特别优秀的可确
定为优秀毕业生并直接推荐到本、专
科院校就读。优惠的政策帮助每一位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现代化的教学设备

学校有高规格的实训楼3座，教学
楼、实验楼、办公楼各1座，附属设备齐
全。有多媒体教室、图书阅览室及高标
准的微机室、数控编程室、数控加工、
汽车维修、钳工、电焊等专业实训车
间。2016年投入1200万元用于省级规
范化实训室建设。该校有专业老师指

导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每年参加省级、
市级职业技能大赛，多名学生获得聊
城市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

规范的学校管理

学校加强管理力度，实现学校安全
工作24小时无缝隙管理。2016年起又实
行分“专业部制”管理。规范推进全员育
人导师制和督导制管理办法，导师定期
与学生谈心，为学生解决所遇到的问
题，导师每月一次家访，加强与家长的
沟通联系，真正实现了“全员参与，家庭
学校双管双教”，确保校园安全有序。

畅通的升学途径

山东省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
生的上升通道，为职业院校学生设立
工学学位。春季高考模式采用“知识+
技能”考试方法，总分750分，技能部
分占230分，这种模式非常适合于初
中成绩中、下游及偏科的学生。省教
育厅从2014年起逐年增加并单列春
季高考本科招生计划，适度提高本、专
科高等职业院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
业生比例。该校2013年本科录取率
44%，2014年本科上线率54 . 4%，2015
年本科上线率40%，专科录取率均为
100%。

广阔的就业前景

学生升入本、专科毕业后，成为理
论知识够用且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
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不升学的学生，学校全方位做好
市场调查，安排学生直接就业。按照

“双向选择，择优推荐，自主择业”的原
则，保证合格学生到待遇高、环境好、
五险齐全的企业就业，全部办理正式
录用手续，缴纳各项保险。目前学校毕
业生就业率达100%，做到了“学生满
意、家长放心、社会认可”。

级部 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招生计
划（人）

收费标准 备注

基础部
（1200

人）

计算机应用 升学计算机 200 免学费

机电技术应用 升学机电 200 免学费

数控技术应用 升学数控 150 免学费

电子电器应用 升学电子 150 免学费
汽车运用与

维修
升学汽修 100 免学费

护理 升学护理 300 免学费 入其他专业学籍

会计 升学会计 100 免学费 入其他专业学籍
机电部

（40人）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技术 40 免学费

数控部
（50人）

焊接技术应用 焊接技术 20 免学费

数控技术应用 数控加工 30 免学费

信息部
（120
人）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 40 免学费
电子商务 40 免学费

北大青鸟合
作班

40

分两次交纳
学费，每次
3000元，共
6000元。

报名缴费后签订
就业协议，学业
完成后同时获得
国际认可的

BEWEB互联网
网站设计工程师
证书、同时获得
职业资格证书。

汽修部
（90人）

汽车运用与
维修

中德诺浩合
作班

90

3850元/年，包
括中德教材
费、服装费、
企业现场教
学实训、就业
指导、就业安
置、德国证书
考试费、德国
证书认证费。

交3年学费，在
校两年，第三年
定岗实习；毕业
时颁发中专毕
业证，可考取德
国技能证书，并
由中德诺浩安

置就业。

临清工业学校2017年招生计划(1500人)

招生对象：2002年9月1日以前出生的应、往届初中毕业生。 学制：三年。
报名地址：临清工业学校办公楼二楼招生办公室
咨询电话：0635-7132166 15865771105 1358946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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