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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咨询到招生报名，技校生今年有了“绿色通道”

本报记者 周国芳 王小涵
通讯员 张菁

打造技校报考指南
全方位解读政策福利

为保障技工院校招生工作
有序进行，日前，省人社厅下
发通知，将联合齐鲁晚报集中
开展全省技工院校统一招生宣
传活动，集中展示我省技工院
校的特色专业以及院校风采，
引领全社会对技工教育的关注
认同。

据了解，在7月15日“世
界青年技能日”，省人社厅将
与齐鲁晚报策划发行《技高一
筹——— 2018年山东省技工院校
招生特刊》(以下简称招生特
刊)。如果你正在考虑将来靠
技术立身，招生特刊无疑是你
报考技工院校的“红宝书”。
在这里，你不仅能找到就读技
工院校合适的免学费政策、扶
贫政策，还能体验技能人才发
展概况，更能查阅全省顶尖技
工院校学院办学特色、王牌专
业、招生简章等技校报考全攻
略。

此外，世赛冠军风采展示
将成为招生特刊的一大亮点。
6月28日，第45届世界技能大
赛全国选拔赛将在广东正式闭
幕。在本次比赛中，我省共派

出70名顶尖选手挑战全部52个
竞赛项目，根据目前统计数
据，已有25名小将闯入国家
集训队。你想了解这些全省
技能冠军的赛场风采么？成
为技能冠军对就业有哪些便
利之处？招生特刊将为你奉
献技能冠军背后奋斗的精彩
故事，带你亲身体会技能成才
的绝妙魅力。

“融媒咨询会”让你
足不出户了解招生政策

7月21日，第三届山东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技工教
育成果展暨招生咨询会将在济
南高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展会当天，烹饪雕刻、机器
人跳舞、 3 D 打印、时装展
示……全省顶尖技师学府将
“带着看家本领”登陆济南
高新国际会展中心，与兄弟
院校同台摆擂，现场竞技。
此外，参展院校的招办负责人
将现场解答学生及家长关心的
招生政策、学习内容、就业方
向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融媒”传
播形式将让本届全省技工院校
招生咨询会精彩多多。借鉴
前两届成功经验，今年不仅
设置现场访谈区，请各学院
领导介绍本校特色专业及就
业优势，通过齐鲁壹点APP

进行全程直播。还将组织我省
在世界技能大赛选拔中的突出
选 手 进 行 相 应 的 技 能 赛 项
PK，例如花艺、美发、蛋糕
制作等。

此外，参展的技能冠军奖
将现场录制秀技视频和《我为
技工院校打call》视频栏目，
在未来大工匠微信公众号和齐
鲁壹点APP发布。展会更将邀
请第44届世赛冠军和优胜奖获
得者袁强、曲笛客串直播主持
人，谈自身经历、讲技能成
才，向观看直播的学生及家长
介绍现场情况。

展会当天因故不能到场？
那就关注未来大工匠微信公众
号和齐鲁壹点APP，在手机里
观看现场直播，了解心仪院校
的招生政策，欣赏技能冠军的
奋进之路。

招办负责人“全程在线”
为考生答疑解惑

如何让招办老师随时、随
地都能为你答疑解惑？针对参
加招生特刊和全省技工院校招
生咨询会的院校，未来大工匠
微信公众号将在底部菜单栏设
置技工院校报名通道，为考生
同时提供院校简介、专业推
荐、报名入口的“三合一”招
生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根据专业
选学校，只需要“戳”平台底部

“帮你选专业”即可了解最权威
的专业教学内容、对应开设院
校、就业保障等信息。平台同时
还提供招生问答服务，只要将
你想了解的问题输入“在线问
答”专栏，该学院招办教师将实

时在线，面对面解答你的报考
难题。如果你在平台上找到了
心仪的院校，戳“报名入口”即
可进入学院官方报名页面，填
写信息当即报名成功。

《技高一筹——— 2018年山
东省技工院校招生特刊》将于
7月15日在全省正式发行。有
意参加7月15日《2018技高一
筹招生特刊》和7月21日全省
技工教育招生咨询会的院校，
可联系本报工作人员，联系电
话：0531-85193098/85196867。

本报济南6月24日讯(记者
周国芳 王小涵 通讯员
张菁)20日，省人社厅发布

《关于做好全省技工院校2018
年秋季招生工作的通知》，
对2018年秋季招生重点、招生
规范、政策要求及全省技工
院校统一招生宣传活动作出
部署。

据了解，增加扶贫招生
成为今年技校招生的重点工
作。《通知》明确，各市人
社局要加强与同级财政、扶
贫部门的沟通衔接，对于符
合国家资助政策、扶贫政
策、雨露计划等资助条件的
学生，按规定落实好相关政
策。各技工院校要在院校招
生简章上注明国家和省开展
技能扶贫的相关政策措施，
深入农村贫困地区、偏远山
区，有针对性地开展招生宣
传，加大面向贫困地区、贫
困家庭的招生力度。对就读
技工院校的全日制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适龄学生和低保家

庭退役士兵，要认真落实
“五免一享”优惠政策，及
时注册技工院校学籍，在专
业就读和就业推荐上开辟绿
色通道，推动全省技工院校
服务脱贫攻坚工作行动计划
落地见效。

同时，规范招生管理，
要严格落实政策要求。各市
人社局要认真落实进一步加
强技工院校学籍管理，完善
学籍管理制度。要对全日制
学制教育学籍和非全日制学
制教育学籍进行分类注册和
管理，可采取弹性学制、半
工半读等形式，满足不同学
生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省人
社厅牵头设立技工院校招生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 0 5 3 1 -
86914920)。各市人社局也要设
立并公布技工院校招生监督
举报电话，加大对违规招
生、恶性竞争、虚假宣传、
欺骗误导学生等违规违法行
为的查处力度，营造良好的
招生秩序。

此外，相关部门要合理
制定招生计划，积极探索深
化国际合作办学、面向初三、
高三学生开展提前分流招生、
技工院校与高等院校合作培
养的校校合作招生等多种招
生方式，广开生源渠道。

为进一步扩大技工教育
的社会影响力，省人社厅联
合齐鲁晚报将于2018年7月份
在全省集中开展技工院校统
一招生宣传活动，重点宣传技
工院校招生政策、办学情况、
就业质量、优秀毕业生及世界
技能大赛获奖者典型事迹等。
总体安排为：7月15日，在齐鲁
晚报策划发行《技高一筹———
2018年山东省技工院校招生特
刊》；7月21日，在济南市高新区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第三届山
东省人社厅技工教育成果展
暨招生咨询会；在“未来大工
匠”微信公众号开辟全省技
工院校报名入口。为各学院
招生报名搭建新平台、开辟
新渠道。

本报济南6月24日讯(记
者 周国 芳 王 小 涵 ) 2 5
日，第 4 5届世界技能大赛
全国选拔赛广东赛区将正
式拉开帷幕，我省 2 5名选
手参与 1 8个项目角逐。据
了解，本次世赛全国选拔
赛分上海、广东两个赛区
举行，我省共派 7 0名小将
参与全部 5 2个项目比赛。
上海区34个项目比拼已于6
月16日结束，我省共有25名
小将入围国家集训队。

根据赛事规则，第45届
世界技能大赛将在运输与物
流、结构与建筑艺术、制造
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
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
及个人服务业等六大领域设
置52个比赛项目。广东赛区
设数控车、数控铣、焊接、
工业机械装调、制造团队挑
战赛 (团队 )、CAD机械设
计、塑料模具工程、综合机
械与自动化、原型制作、建

筑金属构造、砌筑、瓷砖贴
面、建筑石雕、抹灰与隔墙
系统、园艺(团队)、混凝土
建筑(团队)、油漆与装饰、
管道与制暖等18个项目。大
多数项目为我省首次参赛。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
“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代
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
进水平。第45届世赛全国选
拔赛是到目前为止人社部举
办的竞赛规模最大、比赛项
目最全、竞赛标准最高、参
赛选手最多、社会影响力最
大的一次全国选拔赛，有来
自全国30个省份、20余个行
业部门(集团公司)的1359名
选手参加比赛。每个项目经
过约持续3天的比赛，根据
排名选择优胜者进入全国集
训队，进而在集训队中争夺
“全国第一”，冠军将代表
中国出战2019年在俄罗斯喀
山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总决
赛。

专业问招办、招生看指南、报名找入口。还找不到
技工院校报名入口？只需要在7月21日到全省技工院
校招生咨询会领一本《技高一筹——— 2018年山东省技
工院校招生特刊》，再登录未来大工匠微信公众号全
省技工院校统一招生入口，选择心仪的技工院校“下
单”报名，马上就能成为技能人才的预备军。考生们，
如果你正考虑挑一家称心如意的技工院校学技术，齐
鲁晚报将为你提供一站式的“报考通道”。

我省启动技工院校秋季招生工作

增增加加扶扶贫贫招招生生，，免免费费学学名名校校““王王牌牌专专业业””

第45届世赛全国选拔赛广东战今日开赛

我我省省2255名名小小将将
争争夺夺国国家家集集训训队队入入场场券券

第二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技工教育成果展现场(资料片)。本报记者 王小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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