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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6月4日讯
(记者 徐洁) 中高考
将至，考生们在安心备
考的同时，有心的父母
们也开始为孩子的未来
筹谋。18日上午，第三十
一届山东国际教育展将
在济南开展，多所国际
高中、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机构以及语言培训、
留学服务机构参加，展
会现场还将邀请志愿填
报专家、留学规划专家
举行专题讲座。

作为山东省内有品
牌价值的国际教育展
会，由齐鲁晚报主办的
山东国际教育展已经走
到第三十一届了。在过
去的多年间，山东国际
教育展一直致力于为计
划去美国、加拿大、英
国、澳大利亚、欧洲各国
及亚洲各国留学的学生
提供专业咨询平台，为
多家留学机构提供与学
生面对面的机会。

6月18日，第三十一
届山东国际教育展将以
更广阔的视角，为中高
考考生、有意出国留学
者以及参展机构提供更
加丰富和精准的服务。

据教育展组委会工
作人员介绍，此次展会
上，将有多所国际高中、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
构、出国留学服务机构、
语言培训机构参加。展
会现场，有留学意向的
学生及家长可以就各国
教育制度、海外大学申
请要求、申请流程、海外

学习及生活进行询问，
做全面理性的了解，为
科学规划出国留学做好
准备。

此次，展会现场举
行的公益讲座将成为一
大亮点。组委会特别邀
请了经验丰富的留学规
划专家、海外教育专家，
以及名校招生人员，讲
座的内容涉及高考志愿
填报解析指导、高考后
留学规划、热门留学国
家最新政策解读等。应
广大中考生和家长需
求，部分中学也将在现
场发布中考招生政策并
进行解读。

本届展会将为大家
全面解析名校、奖学金
申请技巧，解读未来就
业趋势、留学移民政策，
分享语言提分经验，让
有意留学者从不同角度
了解海外留学，做好职
业规划，找到人生定位。
家长和学生免费参加，
无需购票。

目前，新航道、启
德、金吉列、新东方前途
出国等留学机构已经确
定参展。您对展会有任
何需求和疑问，可与齐
鲁晚报教育工作室联
系，联系电话 0 5 3 1 —
85196195、85196197。

第三十一届山东国
际教育展时间：2017年6
月18日8:00-15:00。

地点：济南索菲特
银座大饭店 (济南市泺
源大街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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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洁

李琛，现在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就读。“我高考时考了560多分，文
科一本线上下，一个挺尴尬的分
数。妈妈认为，既然考不上国内重
点大学，不如直接出国留学。”回忆
起高考结束后，又决定出国的经历
时，李琛说。

启德留学市场部负责人说，大
部分有意出国留学的学生还是会
提前半年到一年，做充分的准备。
不过，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学
生参加了国内高考后，觉得录取院
校和专业不理想，又准备出国。

“高考结束后，有的学生就会
自己预估高考成绩，以预估分数找
学校、找专业了。”该负责人说，比

如他们会问“我这个成绩能申请到
什么样的大学”，或者围绕自己想
学的专业，在国内外大学之间展开
比较，来最终确定国内就读还是出
国读大学。

据介绍，越来越多的海外大
学，如澳大利亚、法国、德国、韩
国、日本宣布承认中国高考成
绩，有的甚至将高考成绩作为录
取的“金标准”。这为“后高考
时代”决定出国的学生提供了
“由内转外”的可能。

据了解，澳洲八大名校中，除
墨尔本大学外，都看重申请者的高
考成绩；加拿大一半的大学会以高
考成绩为录取标准；美国的大学不
需要高考分数，但对于有些大学来
说，高考成绩也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不过，顶尖大学还是需要SAT、
AP成绩；启德留学市场部负责人
说，有的国外大学甚至会拿个人成
绩与省份的重点线比较，同时，他
们也非常看重申请者所报专业的
相关单科成绩。

但是，高考后再仓促准备出
国，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

该负责人说，申请美国的大学
最早要等到明年2、3月份才能被录
取，之后的签证办理还需要花费不
少时间。澳洲的大学录取“效率”则
高多了，如果有不错的高考和语言
成绩，被名校录取的几率比较大，
而且澳大利亚签证方式为电子签
证，最快几个小时就能获知签证结
果。去年有一名学生高考后准备澳
洲留学，两个月内就被录取了。

留学选校，高考成绩越来越有用了

““一一本本线线””上上学学生生出出国国增增多多

随着越来越多的
海外大学以高考成绩
作为录取依据，近两年
来，用高考成绩敲开国
外大学大门的学生日
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中
国高考生在选择院校
时，将眼光放眼全球。

2016年山东国际教
育展现场。（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婷婷
通讯员 王金诺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简称“山东牧医学院”)是山东
省人民政府批准、省农业厅举
办的全日制普通高职院校。该
校坐落于世界风筝都、全国文
明城-潍坊市，是国家教育部、
财政部重点建设的国家示范
性(骨干)高职院校。学院坚持

“立足山东，面向全国，为现代
农牧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技术
服务，建设国内领先创业型大
学”的办学定位，创新思路举
措，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形成鲜明特色。

立足行业办学，服务
经济发展

山东牧医学院坚持服务
农牧经济的办学特色，对接产
业发展，创新教育体系，建成
了从牧场到餐桌、覆盖农牧经
济全产业链、行业特色鲜明的
专业体系，为现代农牧经济发
展提供人才技术服务，为山东
乃至全国农牧经济发展做出
了积极贡献，被誉为行业发展
的引擎。《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
育质量年度报告》首次进行高
等职业院校“服务贡献度”排
名，该校入选“高等职业院校
服务贡献50强”。

多年来，山东牧医学院抓

住实践教学这个高职教育的
关键环节，不断加大教学实验
实训条件的投入力度，在校内
新建畜牧实训、食品药品、宠
物驯养等门类齐全的校内教
学实训基地，突出实践能力训
练；在校外，与大型农牧企业
共建“厂中校”，学生在学中
干、干中学，动手实践能力得
到锻炼和提升。学生职业资格
证书和实践技能等级证书获
证率达100%，参赛学生实现全
国职业技能大赛五连冠，为顺
利就业、成功创业奠定了能力
基础。

加强创业教育，培养
创业精神

山东牧医学院制定大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对在校生进行系统的就业
创业教育。在大一，开展学业
规划和生涯规划教育，使学生
从入学之初就接触就业教育
与指导，提高学生对专业前
景、就业形势的认知；在大二，
定期开展“大学生就业与创业
系列谈”“创享未来”等活
动，邀约有关校友、专家和职
业经理人到校，实现就业创业
教育面对面。通过“创青春”

“互联网+”等创业大赛，提高
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大三，通
过“厂中校”和“校中厂”以及
各类企业订单班，分类培养、
顶岗实习，广泛开展就业创业

体验活动，提高大学生应职和
创业实践能力。该校在校生系
统接受职业发展和就业创业
教育的比例达100%。

评选明星校友，引领
创新创业

山东牧医学院注重挖掘
校友资源。近年来，先后评选
表彰“百名创业明星校友”“百
名毕业新星”，将其先进事迹
编画册、出专辑、录光盘，使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转变就业观
念，接受创业教育。与企业共
建校园文化，通过企业冠名部
分楼宇、广场、道路和社团活
动，将企业文化引入校园，使
学生在校园就能接受企业文
化熏陶等，系统全面的创业教
育在学生心田播下创业的种
子，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奠定了
深厚的思想基础。

开展校企合作，锻造
创业能力

山东牧医学院借助校企
合作优势，通过实施校企联
动、专家常住和定向培养等
模式，实现校企共育创业型
人才。该校先后与国内外200
多家畜牧企业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通过顶岗实习、
派驻见习等，让学生走进企
业、融入企业，既培养吃苦
耐劳精神，又提高了创业能
力和水平，为自主创业奠定
了实践基础。

该校整合潍坊创业大学
教学资源，携手部分国内知名
农牧企业，共同创建山东牧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实
施“千百十”三级进阶式创新
创业教育，即面向全体(数千)
学生的创新创业知识传授(普
训)、面向部分(数百)有强烈创
业意愿学生的创业技能培训
(特训)，以及针对培训后(数十)
有创业项目学生的创业项目
孵化，使创业教育理实一体，
扎“根”“接地气”。

该校参赛项目先后荣获
“中牧杯”全国农业院校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创青春”山东省创业大赛
金奖、山东省“互联网+”创
业大赛银奖、第三届山东省
大学生创业大赛三等奖。据
麦可思数据公司调研，该校
毕业生离校一年后自主创业
率约7 . 2%左右，离校三年后
自主创业率近10%。该校创业
教育作为典型案例入选2014、
2015年中国高职教育年度报告
和2015、2015年全国高职创业
教育成果展。该校是2010中国
80后大学生创富榜富豪毕业
院校前20强榜单中唯一的高
职院校， 8名毕业生榜上有
名。该校是“山东省首批大
学生创业教育示范院校”。
2016年5月，被表彰为潍坊市
政府创业奖。

坚持特色化办学 培育创业型人才

山山东东牧牧医医学学院院大大学学生生创创新新创创业业教教育育成成效效显显著著

本报济南6月4日讯 (记者
王丛丛)6月1-2日，第十五届

山东省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
--大学生中华传统茶艺表演
大赛在山东女子学院举办。来
自全省23所高校的160余名选
手参赛。大赛邀请了茶学界、茶
艺界、教育界等领域的8名专家
担任评委。

经过紧张角逐，团队组山
东女子学院杨政团队、山东农
业大学吴艾伦团队、泰山学院
徐晓庆团队夺得一等奖，个人
组山东女子学院咸佳慧、泰山
学院纪晓萌、山东农业大学赵
秀秀获得一等奖。

女女子子学学院院上上演演

大大学学生生茶茶艺艺表表演演赛赛

第一书记帮扶村
儿童开心过六一

6月 1日，第一书记帮扶
村——— 兰陵县车辋镇车辋村少
年儿童联谊会在村委大院热闹
开场。演出结束后，每个孩子都
得到了一份精美的学习用品。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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