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齐鲁鲁工工业业大大学学新新设设三三个个科科教教融融合合学学院院
科教融合后迎来2018级新生，“00后”占比六成

我我省省4444所所高高校校实实行行学学分分制制收收费费
专家称，学分制收费体现育人方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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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9月2日讯 (记者
郭立伟) 8月30日，齐鲁工

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迎来
2018级新生。去年8月份，山东
省宣布组建新的齐鲁工业大
学，新的领导班子成立，这也是
院校整合后第一年招生。据了
解，今年招收的7020名本科生
中，“00后”有4152人，约占总人
数的六成。并且，二宝送大宝上
大学的情景在校园里并不鲜
见。

为增强2018新生走入齐鲁
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的仪
式感，学校迎新现场大成桥前
铺设了红地毯，两侧摆放着鲜
花，放置了敞开的“学府之门”。
新生在家长的陪伴下走过大成
桥，踏上红地毯，迈入“学府之
门”，在“学府之门”前和校(院)
领导合影，定格美好瞬间，成为
人生记忆。在迎新现场，各个学
院亮出绝技，吸引新生。创业学
院布置了大学生创新创业展示
区，在校创业的大学生还将他
们开发的产品带到迎新现场展
示，激发新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艺术设计学院一幅巨大的笑脸
墙矗立在迎新现场，这块高
3 . 5米、宽7米的墙面由艺术设
计学院619名新生的笑脸特写
照片组成。笑脸墙上还以图示
的形式为新生们规划了独具艺
术特色的大学四年成长轨迹，

目的是让新生们在入学伊始就
能对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涯有初
步的感性认识和规划。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光电
工程国际化学院、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三个科教融合新学院
的宣传背景墙矗立在齐鲁广场
中央格外醒目。作为今年新设
的三个学院，均实行小班制教
学，汇集了学校优秀的师资力
量。

据了解，齐鲁工业大学光
电工程国际化学院是2018年初
按照国家外专局“高校国际师
范学院推进计划”要求筹建的
山东省第一所国际化学院，也
是齐鲁工业大学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科教融合新
战略重大实践之一，整合了山
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和齐鲁
工大光电信息系优势科教资
源。

光电工程国际化学院今年
首次招收本科生，60名本科生
共配备20名优秀科研人员做导
师，每个科研人员分到三名学
生，他们早早赶到迎新现场，希
望能够第一时间见到自己的学
生。接下来的四年里，他们将对
学生四年的学习和生活全程进
行跟踪培养，学业辅导、人生规
划、生活等方方面面都给予指
导。教师对学生的培养成效，纳
入年度考核。通过导师制跟踪

培养，为学生开展科研启蒙，培
养学生动手、创新能力。优秀的
中外籍教师为中、高年级学生
量身打造高水平科研项目训练
计划，加强动手能力的培养。

8月30日下午，光电工程国
际化学院成立大会举行，并邀
请家长同时参加学院首届学生
入学典礼。学院聘请国际计量
学会主席、英国皇家工程院院
士Grattan为院长，引进英国先
进的教育理念，结合中国教学
实际，以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

究所现有科研平台及主要研究
方向为依托，成建制引进英国
工科院校教学模式，建成既符
合国际标准，又有中国特色的
高等教育样板。

同日，能源与动力工程学
院也举行揭牌仪式，据了解，以
科教融合模式设立的能源与动
力工程本科专业在山东省尚属
首次。本专业实行全新的“2+
2”培养模式，前两年由机械与
汽车工程学院主导“通识教育
课+专业基础课”的基础课程

体系。后两年由能源研究所主
导建设“专业方向课+特色实
践课”的专业课程体系，形成更
加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和教学
计划。

8月中旬，为适应我省对网
络空间安全人才的需要，齐鲁
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成立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是我省成
立的首家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今年首届本科招生取得开门
红，专业录取分数线和平均分
均居校(院)首位。

本报记者 郭立伟
实习生 王贵昕

到2020年全省高校
基本实行学分制收费

2013年，山东省印发《山东
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分制管理规
定》，在具备条件的普通高等学
校中开展学分制管理试点工
作。所谓学分制，是指普通高等
学校以学生取得的学分数作为
衡量和计算学生学习量的基本
单位，以达到基本毕业学分作
为学生毕业主要标准的教学管
理制度。

2013年新学期，山东省首
批选择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大
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理工大
学、济南大学、鲁东大学、青岛
大学等7所高校进行学分制收
费改革试点。改革后，这些高校
的收费将由过去的按学年计
费，转为基础学费和学分学费
两部分。2014年开始，正式试
行，并且每年都会有一批高校
列入学分制实行名单。

近日，今年新的一批名单
刚刚出炉，加入学分制收费的
12所高校分别是山东艺术学
院、山东政法学院、齐鲁师范学
院、山东体育学院、山东农业工

程学院、潍坊医学院、泰山医学
院、济宁医学院、滨州医学院、滨
州学院、菏泽学院和泰山学院。
截至今年，我省高校中，已经有
44所高校实行学分制收费。

去年年初，山东省教育厅
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高等职业
院校学分制改革的通知》，结合
我省高职院校发展实际，原则
上，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
省技能型特色高职(专科)名
校、其他高职院校应分别于
2017年、2018年、2019年启动学
分制管理改革，确保到2020年
全省高职院校全面实施学分制
管理。各高职院校也可根据自
身情况，在全省统一部署的时
间之前实施学分制管理。

近日，省教育厅印发《关于
同意山东职业学院等14所高等
职业院校实施学分制管理试点
的批复》，经研究，同意山东职
业学院、山东工业职业学院、山
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电
子职业技术学院、德州职业技
术学院、临沂职业学院、滨州
职业学院、青岛酒店管理职业
技术学院、山东城市建设职业
学院、泰山护理职业学院、淄
博职业学院、菏泽医学专科学
校、潍坊职业学院、山东水利
职业学院等14所学校，作为第
一批高等职业院校实施学分制

管理试点工作。但是目前，其中
一些院校还没有开始实行学分
制收费。

今年年初，山东省教育厅
等部门发布了《关于深化高等
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改革的实施意见》，到
2020年，全省本科高校和部分
高职(高专)院校全面实行学分
制，全省高校基本实行学分制
收费。

学分制收费年度学
费标准上浮不得超10%

学分制收费，是指将原来
按学年收费，改为弹性的按学
分收费的制度，是指按专业注
册学费和学分学费两部分计收
学费的收费管理制度。专业注
册学费标准、基本学分数量及
单位学分收费标准由高校自主
确定，但试点高校需提出学分
制收费方案，由省教育主管部
门提出意见，报省价格、财政主
管部门核准备案后执行。

每学年初，学生按不同专
业的年度专业注册学费与年度
平均学分学费的总额预交学
费。学生在预交的学分学费内
进行自主选课。学年末，按学
生选课学分结算本学年学分学
费，毕业时按实际修读课程的
学分据实结算。比如，就在今
年6月份，山东大学发布《关
于做好2018届本科毕业生计费
学分认定工作的通知》，对即
将毕业的本科生计费学分进行
认定与清算。

小王是山东财经大学金融
学院2015级学生，作为学校第
一届实行学分制的学子，他坦

言刚上学的时候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学费一下子贵了好多”，
因为之前一次无意查阅学校官
网通知公告发现，他的上一届
学生每学年学费比自己少一千
元左右。

记者对比了山东财经大学
学分制收费前后的学费变化情
况，实行学分制收费之前，山东
财经大学的学费标准是按大类
收费，比如每年的学费文史类
4000、外语专业4000、理工类
4500、艺术类8000。学分制改革
以后，收费的标准具体到每个
专业，比如经济学、财政学、金
融学等是5200元每年，法学、英
语等是每年4400元，美术学、视
觉传达设计等每年是8800元。

学分制收费以后，根据山
东省物价局《关于山东省高等
教育收费改革试点的意见》，年
度学费标准上浮不得超10%。并
且，文件还规定“‘211’、‘985’工
程建设高校与普通高校学费标
准的差距保持在15%左右，省属
博士学位授予权高校、优质特
色高校与其他高校学费标准的
差距控制在5%左右”。

并且，按照学年制标准，我
省普通本专科基本学费标准从
全国来说偏低，普通本科专业
学费分类不科学、院校间学费
差别小、艺术院校和非艺术院
校艺术专业学费差距较大，部
分专业学费减免政策不完善
等，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等
教育的良性发展。学分制收费
以后，艺术院校和非艺术院校
的收费标准有所不同，比如，大
部分非艺术院校的学分是每分
100元，而山东艺术学院每个学
分是150元。

自由选择课程，利
于个性发展

高校实行学分制，不仅仅
是与收费相挂钩的，最重要的
是对学生培养的影响。学分制
的弹性学制，将学生不再框定
在本科四年的学年里，可以申
请提前或者延后毕业，可以满
足不同家庭条件的经济条件，
适应不同学生的发展路径。

“学分制的实施有利于学
生个性发展。学生自由选择课
程、进程、教师，促进学生更清楚
地了解专业、了解自己，并进一
步发展自己，有利于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和潜能，促进学生个性发
展。”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
院)教务处处长刘玉说。

刘玉介绍，学分制有利于
提高教师教学主动性。学校挂
牌上课的实施，打破教好教坏
都有课、学生喜不喜欢都不影
响教师考评的问题，提高了教
师钻研教学、投入教学的积极
性，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实施学
分制的前提是要有比较充分的
教学资源，为贯彻落实学分制，
近几年学校加大教学投入，不
断改善教学条件。

专家分析，实行按学分收
费，表面是收费方式的改变，实
则是现行教学管理制度、学校
各项规章制度的改变。学分制
实行后，学校应该考虑如何扩
大师资资源，学生应学会如何
认识和把握学分制，真正做到
自己自主学习，提高选课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杜绝出现学生
花钱买学分、教师为求认可考
试“放水”等不良现象。

近日，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发布《关于山东艺术学院
等12所高校学分制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同意山东艺术学院、山
东政法学院等12所高校的学分制收费改革方案。不久之前，山东
省教育厅批复同意山东职业学院、山东工业职业学院等14所学
校，作为第一批高等职业院校实施学分制管理试点工作。学分制
收费，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高校育人方式的变革，刺激学生提高自
主学习的积极性，高校改善管理和育人制度。

新生在家长的陪伴下踏上红地毯，迈入“学府之门”。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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