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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特刊

一、卓越工程打造名

校品牌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全
国百所优秀示范院校之一，有70多
年的办学历史。1999年经教育部批
准设立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成
为省属高职院校，学校在教育教学
人才培养推行卓越工程，率先在全
省、全国确立了优先地位。

经过10多年的发展，学校相继
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示范性高职
院校建设单位”，被教育部、财政部
确定为“重点支持建设的职业技术
学院”，荣获“十一五国家示范性高
职优秀院校”、“全国职业教育先进
单位”、“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普通高
校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全省
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全省首批“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校”、
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等荣
誉称号。学校依托鲁商集团，建有全国
高职院校唯一的“国家农产品现代
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1-2013

连续三年被齐鲁晚报、大众日报评
选为“山东省高职高专综合实力第
一名”。学校的品牌地位受到社会各
界广泛好评，考生趋之若鹜。

二、先进的办学理念

和办学特色培养高端技能

型人才

学校秉承“质量立校，特色兴
校，服务为先，合作共赢”的办学理
念，并以“面向社会办学，树立质量
第一”为己任。开展校企合作、产学
研一体的研究与实践，提出“名校名

企业育优生”战略。人才培养模式全
面推行“工学结合、顶岗实习，教、
学、做一体化”；人才培养规格，学校
奉行“能力为本、德育为先”的人才

观念，打造学生的生存能力，生活能

力、就业能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强

化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学

生的品德修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志

在打造融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于一身

的高端技术人才。毕业生职业素质和

专业素质好，踏实工作，2-3年提拔为

科级干部。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和较高的社会认可度，奠定了学校

人才培养在社会上的领先地位。

三、校企合作一体化，

“准员工制”奠定毕业生高

质量就业的基础

“企业冠名”二级学院为毕业生
打开就业之门。我们借助鲁商集团
以及国内外200多家知名企业的优
势与企业开展了全方位、全过程、一

体化紧密合作。校企双方共建了诸
如“福瑞达生物工程学院”、“冰轮工
程学院“等8个企业冠名的二级学
院。由于企业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
体系、教学团队、实训基地、学生管
理、就业服务、技术与产品研发，就
业岗位推荐等多个领域参与度高，
展开深层合作，保证了学生校内学
习与校外就业岗位的无缝对接。

采取“订单式培养”，新生入校
“盯岗”学习。我们还相继成立了20

多个“企业冠名班”，例如“海尔生产
经理班”、“上海大众汽车班”、“联想
阳光服务班”、“海信电子班”、“冰轮
海外班”、“蒙牛班”、“银座班”等。全
部采取订单式培养方式，新生入校
即编入“企业冠名班”，完全按企业
的人才规格“盯岗”培养，学生毕业
后全部到企业就业。目前我们与国
内知名企业共建了近千家实习就业
基地，成功推出“实习-就业”一体化
模式。毕业生提前一年由企业培训
实习上岗，所有学生全部实行带薪

实习。今年的毕业生十分地抢手，海
尔、海信、联想、惠普、中国建设银
行、光大银行、鲁商集团、美国E5公
司、重汽集团、上海大众集团等960

多家用人单位四月份就来校争先录
用，毕业生已有80%在毕业前一年就与
实习单位签定了就业协议。毕业生社
会认可度高、就业率高和就业质量高
是考生踊跃报考我校的主要原因。

四、创业带动就业，构

建创业教育与实践体系，

培育创业英才

学校在引进、吸收、融合了国内外
大学创业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创业
工场”，构建了具有商科特色的“专业
教育+职业技能+就业指导+创业文化”
的“四位一体”创业教育模式。

学校构建了“基础普及+系统培
训+精英培训+创业孵化”的创业实
践模式。在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创业
知识普及课基础上，引进“KAB”创
业培训模式，开设创业精英培训班，
创业经理班，开展素质拓展、创业计
划大赛、创新发明大赛、创业讲堂等
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
力。成立“创业学院”，培养“创二代”。

建设大学生“一园五区”创业孵
化基地。建设电子商务类创业区、科
技创新类创业区、创意设计类创业
区、商业服务类创业区、综合类创业
区等创业孵化基地。实现创业带动
就业的倍增效益。

五、形成了“招生-人才

培养-就业”相互促进的良

性循环局面

学校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依

据市场需求调整招生计划，根据就
业率和就业质量分配各个专业计
划，实现了招生-培养-就业联动，学
校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企业和社会的
广泛认可，形成优秀品牌效应。学生
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高水平
赛事中屡获大奖，专升本考试通过
率高；近年来专本研套读成效突出，
今年有9学生考取知名院校研究生。
形成了招生—人才培养——— 就业良
性循环。

全校上下正以实现商科特色、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创业型大学
为目标，推进校企合作、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提高毕业生就业满意度和
就业质量而努力奋斗。

六、良好口碑和特色专

业吸引大批高分考生报考

良好的社会口碑使我校成为考
生报考的热门院校，我校录取分数
线连续10年在山东省高职高专院校
中名列第一。2013年招生计划4700

人，分布在财经、电子信息、能源、机
电设备、旅游、生物技术、艺术设计
等12大类47个专业，虽然每个专业
的发展时间和规模不同、但教学质
量高，专业涉及面宽，专业特色突
出、能较好地满足广大考生的需求。

我校是百所国家示范性院校，
建有国家级精品专业1个，教育部教
学改革试点专业2个，国家示范建设
专业9个，省级教学改革示范建设专
业8个，省级品牌专业3个，省级特色
专业6个，建有国家级职业教育实训
基地2个，省级实训基地1个；获得国
家级优秀教学成果1项，省级优秀教
学成果12项；建有国家级精品课程7

门、省级精品课程55门。

编者按：为什么在很多本科生
奔波于一场场招聘会时，食品药品
学院的专科生不出校门就已持有2-
4个大型企业的录用通知?问题的答
案还要从学院的办学特色上寻找。

噪办学特色

食品药品学院已有38年的办学

历史，致力于为食品药品行业培养

监督管理、质量检测、生产、营销等

方面的高端技能型人才，每年毕业

生供不应求。食品、药品是永远的

“朝阳产业”，与民生息息相关！

高水平师资：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享受者、山东福瑞达医药集团

凌沛学董事长担任院长，生物制药

技术专业和食品检测及管理教学

团队均获得“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称号。
高质量就业：国内领先的“校企

合一”办学模式，与知名企业紧密合

作，为学生实习就业提供广阔的平
台，如山东福瑞达医药集团、齐鲁制
药、扬子江药业、正大天晴药业、蒙
牛乳业、青岛啤酒、金锣集团、台资
旺旺、北京中粮、济南百事可乐等。
就业岗位涵盖生产、品质检测与控
制、管理、营销、技术开发等。

高资助率：我院学生除享受国
家、省政府、学校、校友及社会各界
提供的各类奖、助学金外，还单独享
有每年10万元的福瑞达奖、助学金。
进入福瑞达、青岛益青等订单班的

学员，成绩优秀者有机会获得企业
资助的部分或全部学费，寒门学子

上大学无忧！

高等教育立交桥：我院每年组

建专本套读班，配备专任班主任和

辅导教师，毕业时可同时拿到专科

和自考本科毕业证书；学生还可参

加专升本及研究生入学考试；学校

还资助品学兼优的学生赴中国台

湾、韩国留学。

高科技产学研一体：依托国家

农产品物流中心，建有央财支持的

国家级检验教育实训基地及业内

领先的、可对外出具有法律效力检

测报告的第三方食品检测中心等9

个实训中心。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参

与创业或科研项目，2013年学生获

得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高职组“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项目一等奖、三

等奖。

噪专业主任给广大考生的话：
1、食品检测及管理专业：食品

检验工作环境好，工资待遇高，掌握
核心技术，具有不可替代性；职位升
迁快，是企事业领导的储备基地！

就业岗位：可在技术监督局、食
药监管局等政府机构的检验管理
岗位任职，也可在企业及检测机
构等单位从事检验、管理、研发等
技术工作。

2、食品生物技术专业：食品行
业是国民经济中永不衰败的支柱产
业，选择了食品专业就是选择了健
康，选择了未来。

就业岗位：可在政府食品监管
部门、大型食品企业及食品相关机
构等单位从事监督、质控、管理、营
销、研发等工作；也可开创属于自己
的事业，实现创业梦！

3、生物制药技术专业：高科技

的摇篮——— 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空
间，铸就“二十一世纪钻石产业”的
辉煌，成就莘莘学子的梦想！

就业岗位：可在政府药检部门、
制药企业、生物制品公司、医院药房
及药物研发机构的管理、生产、质检
及营销等岗位工作。

4、医药营销专业：培养具备医
药学知识和营销技能的多学科背景
复合型人才，入学即可提前3年抢占
国际知名药企的就业岗位，踏入高
薪行业的明智之选，权威调研机构
麦肯思2012年对我校的调研结果：
月收入最高的专业是医药营销！

就业岗位：中国梦，职业梦！选
择医药营销专业，助你实现月收入
万元的买车买房梦！毕业生可在各
类医药监督管理部门及医药生产、
营销、药外贸等企业从事医药商品
的购销、检测及质量控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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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建筑学院近年来积极推
行“校企一体化”办学模式，强化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和专业特色发展。
专业课程实施“工作室化”教学法，
教育教学改革成效逐步凸显，育人
环境逐步优化。

一、“校企一体化”办学和
“工作室化”教学，为学生就业
搭建平台

艺术与建筑学院在院部发展规
划中强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专业
特色发展，各专业积极推行“校企一
体化”办学模式，使校企达到深度融
合，从而避免了校企合作的表面化
和形式化，解决了学生就业难、就业
质量不高的问题。

房地产经营与估价专业与鲁商
置业、山东黑马策划公司、合富辉煌
山东公司、世联怡高等多家知名房
地产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已成功开设“山东鲁商置业班”、“山
东文华园房产班”、“美国莱克依大
学房产策划班”和“合富辉煌班”等
多家企业订单班。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推行“准员
工2+1”培养模式，与山东天元建设
集团、山东天齐置业集团、济南二建
集团、济南市监理公司等众多知名
建筑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每
年固定输送大量学生到合作企业顶
岗实习、就业。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与北京龙发
装饰公司、山东万泰装饰公司、北京
实创装饰公司等众多知名装饰企业
共建校外实习就业基地。社会对环
艺毕业生需求量大，毕业生常年被
各装饰企业一抢而空，甚至出现企
业“一生难求”的场面；此外，就业薪
酬也一路看涨，毕业1-2年的学生年
薪达到7万-8万的比比皆是。

视觉传达专业毕业生就业单位

多集中于企业、事业单位以广告公

司、各类报社、杂志社，还有部分毕

业生考取本科或自主创业。2012届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生就业率达

到100%。

人物形象设计专业毕业生可胜

任时尚造型师、形象设计师、发型设

计师等岗位工作。2011年始与北京

石栗国际艺术传媒有限公司合作办

学，订单培养，入学直通就业，为学

生搭建了更高的发展平台。

二、推行创意型创业教育，
以创业促就业

学院依托艺术专业项目教学优

势，鼓励学生利用现代商务平台进

行各类创业活动，学院派有创业经

验的教师为学生提供专业指导和资

金支持。创业教育通过“工作室化”

教学融入人才培养的每个环节，实

现创业教育的过程化，并结合项目
教学和参加大赛，培育学生的品牌
意识，培养学生自我推销能力。学院
现已成立融·创意工坊、众·元素等
五个创意店铺。学生自主在威客网
注册并承接设计类项目近七十项，
淘宝网注册网店12家，创意性创业
教育初具规模。有创业经历的学生
就业抢手，

三、省级大赛屡获佳绩，专
业大类排名第一

我院为山东省艺术设计人才
培养基地，是省内唯一获此殊荣的
高职类院校。近几年，学院老师指
导学生参加省级以上大赛成绩斐
然，获省级以上设计比赛各类奖项
76项，各类发明创造13项。2013年
山东省艺术设计传媒类专业我院
排名第一。

四、多渠道提升学生的学历
水平为学生就业增加砝码

为提升学生的学历水平，培养
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学院与齐鲁工
业大学、青岛理工大学举办建筑工
程专业、室内设计专业、环境艺术设
计专业和视觉传达专业高教自考助
学班，高职在校生在专科三年学习
期间即可完成高教自考本科取得本
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极大增强了
其就业竞争力。

环环 保保 服服 装装 大大 赛赛

设设立立总总额额220000万万““福福瑞瑞达达助助学学奖奖学学金金””

走特色发展之路，铸学生就业平台
艺艺术术建建筑筑学学院院

“上学免学费、入学即就业”助你实现大学梦！
食食品品药药品品学学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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