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企业 订单培养岗位 招生专业 总人数
科类及性别比例

文史 理工
男 女 男 女

宁波地铁 乘务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驾驶方向） 50 50

杭州地铁 地铁列车驾驶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驾驶方向） 50 50

南通地铁
机车车辆（检修方向）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检修方向） 30 70% 30%

铁道供电 铁道供电技术 30 60% 40%
合肥地铁 站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40 12 8 12 8

合计 200

合作企业 订单培养岗位 招生专业 总人数
科类及性别比例
文史 理工

男 女 男 女

青岛地铁

计算机网络技术（中央系统维护方向） 计算机网络技术 10 10
站务运作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50 20 20 80 30

城轨运营（车厂值班员方向）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5 15
车辆设备 铁道车辆 25 25

机电一体化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40 37 3
工建（线路维修方向） 铁道工程技术 35 35

济南地铁

运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00 24 16 36 24
车辆驾驶（仅限男生）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驾驶方向） 40 40
车辆检修（仅限男生）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检修方向） 30 30

通信技术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40 36 4
信控技术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55 49 6

电气工程等（仅限男生） 铁道供电技术 80 80
工建、铁道技术（仅限男生） 铁道工程技术 60 60

合计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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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霍凤雨

孪生兄弟参加高考
双双得班里第一

随着高考结束，在齐河
县 胡 官 屯 镇 段 庄 村 ，段 学
志、段学恒兄弟俩一时成了
美谈，他们同时参加高考，
双双在各自的班级里考了
第一名。这对不看衣服都辨
不清谁兄谁弟的孪生兄弟，
这些年来相互鼓励，相互学
习 ，志 在 通 过 高 考 改 变 人
生，他们的梦也近在眼前。

“妈妈身体常年不好，
爸爸年纪也大了，我们也很
清楚，对于未来，爸爸妈妈

很难再给予我们什么，要改
变自己的人生，我们最大的
依靠就是自己的努力。”弟
弟段学恒在今年的高考中
考了645分，哥哥段学志632
分，在他们所就读的齐河一
中，兄弟俩都是自己班里高
考成绩的第一名。

“高考发挥也都算是正
常，和平时的学习成绩相比
都差不多。”段学志告诉记
者，两人的成绩是从初中开

始提升上来的，后来就一直
保持住了。“那时候也开始
懂事了，知道学习对自己意
味着什么，对于家境不太好
的我们来说，就要付出比别
人更多的努力。”

两人报考的学校不一样，
在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中，兄
弟俩也将结束并肩作战，“我
们依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通过努力给自己和家人撑起
一片天。”段学恒说。

圆阳光学子大学梦，
请您来参与

走过十七年，齐鲁晚报
阳光学子已经帮助无数学
子走进大学校园。2018年这
个夏天，齐鲁晚报阳光助学
直通车也将启程，载着本报
记者赶赴山东各地的乡村、
城市，去寻访一个个有追求
的青年。2018年，齐鲁晚报
阳光助学将在全省至少资
助1 0 0名阳光学子，符合资
助条件的2018年高考考生 ,
都将获得阳光助学活动一
次性5000元的资助。

在今年的活动中，在50
万元阳光助学金的基础上，
我们也将继续开展“阳光1+
1助学”和“微公益助学”，发
挥社会的力量帮助更多需
要帮助的学子。我们期待有
更多的人参与到“1+1助学”
和“微公益助学”中来，这个
夏天，让我们用大家的力量
托起一个个阳光学子的大
学梦。如果您也想帮阳光学
子圆梦，请拨打齐鲁晚报阳
光 助 学 热 线 电 话 0 5 3 1 -
85193855，15969678226联
系我们。

努努力力学学习习，，给给自自己己撑撑起起一一片片天天
齐鲁晚报阳光助学全省寻找阳光学子

1、资助形式：活动一次性资
助每名“阳光学子”助学金5000元
人民币，帮助实现大学梦想。

2、报名条件：品学兼优、需
要帮助的今年高考本科录取新
生(不含免学费专业)，原则上
不与其他公益活动重复资助同
一名学子。

3、提供资料：(1)申请表1份
(贴1张1寸近照，申请表下载网
址为(http://edu.qlwb.com.cn/
2018/0609/1286553 .shtml)；(2)身
份证复印件1份；(3)贫困证明1
份，由户籍(或暂住地)所在村
委会(社区居委会)或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具近一年
的家庭贫困情况证明；(4)高考
录取通知书复印件1份(可在通
知书到达后补交)。

阳光学子可以将材料邮寄
至齐鲁晚报阳光助学行动组委
会。邮寄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泺
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厦。收件
人 ：尹 先 生 。联 系 电 话 ：
15969678226。咨询关于阳光助
学的具体情况可拨打齐鲁晚报
阳光助学热线电话：0 5 3 1 -
8519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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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阳光光助助学学活活动动细细则则

寻找阳光学子，帮他
们圆一个大学梦。2018年齐
鲁晚报阳光助学持续进行
中，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收
到 数 百 份 阳 光 学 子 的 申
请。记者发现，尽管每个人
的经历不一样，但一样的
是学子们都有一颗坚强、
阳光的心。

段学志(左)、段学恒兄弟俩今年高考发挥都非常出色

山东职业学院(原济南铁道职业技
术学院)是山东省教育厅直属管理、省
内独具铁路行业背景的高职院校，是全
国百所骨干高职院校之一。2017年9月，
成功获批首批“山东省优质高等职业院
校建设工程”立项建设单位。2018年6
月，上合组织国家职工技能交流营代表
团专程到山东职业学院参观访问，充分
赞赏和评价学院在助力“一带一路”建
设，开展人才培养与国际交流合作方面
的积极做法和突出成绩。

学院依托铁路行业背景，办学特色鲜
明，紧密围绕“五铁一专”(“五铁”指的是
中国铁路总公司各铁路局集团公司、中国
中铁和中国铁建集团各工程局、中车集团
各公司、地方铁路局、城市地铁公司，“一
专”指的是港务局、兖矿集团等大型企业
的铁道专用线)轨道交通企业开展合作，
为毕业生和企业搭台架桥。学院连续三年
就业率保持在98%以上，每年有近70%的
学生进入高薪酬、稳定性好、具有良好个
人发展空间的轨道交通及周边行业就业，
实现好就业、就好业、业就好目标。

近三年，被“五铁一专”等轨道交通

企业录取的毕业生，2016届2168人，
2017届2613人，2018届2694人，其中仅
济南铁路局、北京铁路局、上海铁路局
三家企业招聘毕业生3672人。铁路相关
企业招聘火爆，社会企业需求呈现快速
增长趋势。近几年，青岛港务局、中交一
航局、莱钢集团、齐鲁制药、鲁南制药、
中建八局等企业成为学院用人大户。

近年来，正值城市地铁飞速发展、用
人需求猛增之际，学院牢牢把握机遇，
2007年与深圳地铁组建首个地铁订单
班，并陆续与无锡、青岛、宁波、济南、杭
州、苏州、石家庄、兰州、福州、太原、徐州、
合肥、杭港、南通等15家地铁公司合作组
建订单班达120个，总人数3800余人。2018
年，学院将继续与济南、青岛、宁波、杭
州、南通、合肥地
铁等企业开设订
单班，涉及车辆驾
驶、车辆检修、站
务、供电、机电、工
建、通信、信号、车
辆等多个岗位，招
生计划880人。

山东职业学院联系方式
学院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23000号
学院网址：http://www.sdp.edu.cn

学院招生网址：http://zs.sdp.edu.cn
官方QQ：800016365 联系电话：0531-
66772233、66772211、66772188、66773226

锁锁定定轨轨道道交交通通产产业业链链，，实实施施订订单单培培养养促促就就业业
——— 山东职业学院2018年订单培养“无忧计划”

济南、青岛地铁订单预选班招生专业及计划

(济南地铁招生代码Y019，青岛地铁招生代码Y020)

外省地铁订单预选班招生专业及计划

(济南、青岛地铁订单预选班招生计划与招生代码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刊印2018年

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指南为准。)

本报济南7月22日讯(记者 周国
芳 通讯员 李增琨)为挖掘乡村遗
产要素，保护好传统村落、古街区、古
树木，7月20日，政协山东省济阳县委
员会和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联
合开展的“济阳县乡村遗产要素普查
调研”活动，在济阳县清宁村清宁书院
启动。十支调研小分队将分赴各村开
展为期五天的调研。

济阳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
重要分布地区。但一些传统村落因城镇
空间的拓展面临消失，因此迫切需要对
乡村遗产要素中传统村落、古街区、古
树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调研，
做好挖掘保护和传承开发工作。

“乡村振兴重点在规划，调研是前

提，必须认真做好调研活动，拿出高质
量的调研报告，为下一步开展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夯实基础。”建筑城规
学院副院长任震说，建筑城规学院成
立山东建筑大学生态宜居乡村发展研
究院，服务乡村振兴，开展理论研究与
实践服务。

据了解，此次调研活动以专业教师
为核心组建高质量高水平的调研队伍，
吸引了大学生专业志愿者走进农村，通
过研究传统建筑风格与细节特点、搜集
整理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打捞传统村
落上附着的文明范式，从学术研究与实
践结合的层面对济阳县域乡村遗产要
素开展调研，充分展现了“三师下乡”(建
筑师，规划师，教师)的积极意义。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
公布2018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
高校名单的通知》，全国共有50所高校
入选，山东英才学院榜上有名，这也是
山东英才学院继2013年获得“全国毕
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之后，
在就业创业方面取得的又一突破。

经过实地调研，专家组对该校创
新创业工作给予好评，认为该校创新

创业文化氛围浓厚，文化育人成效明
显。一是创新创业基因强、底色深、历
程艰；二是应用型高校办学定位准
确，特色鲜明；三是实现创新创业教
育与思政教育、专业教育、素质教育
相结合；四是举办者“用心、用情、用
力”办学，致力于将创新创业教育服
务于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具备深沉的
家国情怀。

山山东东英英才才学学院院

获获“22001188年年度度全全国国创创新新创创业业典典型型经经验验高高校校”称称号号

保护乡村遗产

山山建建大大开开展展“百百人人千千村村”调调研研

淄淄博博职职业业学学院院入入选选全全国国高高职职院院校校33个个5500强强榜榜单单

本报讯 7月15日，《2018中国高
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会在
北京召开，淄博职业学院同时入选全
国高等职业院校教学资源50强、服务
贡献50强和国际影响力50强3个榜单。
淄博职业学院是山东省唯一同时入选
这3个榜单的院校。同时，该院已连续3
年入选服务贡献50强。

据悉，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
度报告是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
议委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麦
可思研究院共同编制。报告自2016年
开始发布高等职业院校服务贡献50强

榜单，2017年开始发布高等职业院校
国际影响力50强榜单，今年首次发布
高等职业院校教学资源50强榜单。

近3年来，淄博职业学院共接收和
培养留学生390余人；学院有90余名学
生赴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留学，130余
名毕业生到新加坡、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等国就业和工作。该院还与柬埔寨
王国工业技术学院共建职业教育中
心，与泰国博仁大学共建东盟教育中
心，并筹备与伊朗教育机构共建汉语
教育中心等，探索为驻外中国企业培
养本土化人才。 (陈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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