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学院概况

山东职业学院(原济南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是山东省唯一
直属教育厅管理的国办高职学
院，也是山东省唯一具有铁路
行业背景特色的高职院校，
2010年9月学院被教育部、财政
部遴选为国家100所骨干高职建
设院校之一。在60多年的办学
历程中，学院秉承“知能共
进、德道同优”的校训，“就
业靠专业，发展凭素质”的育
人理念，积极建设学习型、创
新型院校，实施人才可持续发
展工程和以“中华美德教育”
为核心的德育工程，坚持以人
为本，为学生的学习和就业服
务，全面促进学生的成长、成
才，服务社会，回报家庭。

学院现有四个校区，主校
区位于济南市高新开发区经十
东路23000号。学院占地面积
1242亩，建筑面积36 . 68万平方
米，资产设备总值7 . 42亿元，
教职工620余人，设有轨道交通
学院，机械工程系、机电装备
系、电气工程系、信息工程
系、土木工程系、管理系、生
物工程系等8个教学院系和基础
部、思政部两个教学部，开设
62个高职专业，全日制普通在
校生12500余人。学院被评为全
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山东省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
估优秀院校、山东省就业工作
评估优秀院校、山东省大学生
创业教育示范院校等荣誉称
号，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
报、人民网等媒体先后对我院
的办学成果进行专题报道。

二、就业优势

伴随着轨道交通行业的飞
速发展，学院立足自身优势，

为轨道交通行业输送了大量高
端专业化人才，大幅提升了我
院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轨道交
通行业绝大多数为大型国企或
者公共事业局下属单位，我院
面向轨道交通行业培养专业化
的技术人才，毕业生就业稳
定，保障优越，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在高职办学同质化越来
越明显，就业率泡沫化越来越
严重的今天，我院毕业生在就
业质量上具有傲视省内高校的
巨大优势。

近三年，全国18个铁路局
(集团公司)有16个来我院进行
招聘，招聘范围涵盖轨道交通、
机械、机电、电气、土木工程等相
关专业。2012年我院毕业生有
1357名进入各铁路局。2013年，
全国有699万毕业生，被称为
“史上最难就业年”，我院进
入铁路企业就业的毕业生却逆
势增长到1893名。而2014届毕
业的在校学生，已经有1034名
提前一年多被北京铁路局、上
海铁路局，济南铁路局、郑州铁
路局、太原铁路局、成都铁路局、
南昌铁路局、南宁铁路局、兰州
铁路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录
用。目前，进入济南铁路局的
2013届毕业生有648名，2014届
毕业生有389名。

全国各地城市轨道交通的
发展，为我院深化校企合作，
提升就业质量提供了新的契
机。2010年我院与无锡地铁公
司合作，成了铁道交通运营管
理订单班；2011年与青岛地铁
公司、宁波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成立铁道交通运营管理、铁道
机车车辆、机电一体化、供用
电技术订单班；2012年与宁波
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合作成立铁
道交通运营管理订单班；2013
年又与石家庄轨道交通有限公
司、兰州地铁公司成立铁道通
信信号、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订

单班，总数达到70人。按照一
公里70人左右的用人需求，正
在规划建设的济南地铁无疑又
将极大地拉动我院的就业。

除了国有铁路和城市地铁
以外，轨道交通行业拥有运营
维护、车辆制造、施工监理等
庞大的上下游产业。近三年，
来我院招聘的铁路车辆制造企
业有南车集团青岛四方机车车
辆股份有限公司、南车集团南
京铺镇车辆厂、北车集团济南
轨道交通有限公司。2010年仅
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
司就从我院招聘机车车辆、机
械、电气等专业毕业生400多
名；到我院招聘的铁路建设企
业有中铁四局、十局、十四
局、十一局等大型铁路工程单
位；到我院招聘的地方铁路企
业有大莱龙铁路有限公司、神
木铁路有限公司，虽然属于地
方铁路企业，但是丰厚的待遇
还是让不少学生动心；除此之
外，一些拥有专用铁路线的大
型厂矿企业也纷至沓来，兖矿
集团、中石化南京分公司、中
石化宁波分公司、青岛港务
局、日照港务局、烟台港务局
连续几年来学院招聘。

除了轨道交通行业对我院
的就业拉动，我院毕业生在地
方企业的就业也精彩纷呈。总
部位于淄博的中石化十建，每
年的高职招聘都在我院“打响
第一枪”

2013年更是尝试与我院土
木工程系、机械系、电气系合
作提前一年成立订单班。信息工
程系大力发展订单班，成立了

“联想校企合作班”、“东忠软件
班”“华为H3C订单班”；齐鲁制
药连续两年从我院生物系招聘
百名以上毕业生；机械系自05届
毕业生开始一直与苏州大智资
讯配件有限公司有订单班合
作，就业岗位为技术研发部、

模具设计和数控编程等岗位。
截至目前该系已为该公司输送
260余人。为感谢我校为该公司
输送人才，该公司先后赠送20
台戴尔工作站；30余万元设备
(电火花加工设备)；两台数控
加工中心，连续三年每年给机
械系学生10万元奖、助学金。

友情提示：通过近几年就
业数据分析，女生进入轨道交
通行业的比例只有15%左右，
希望女生在选择轨道交通专业
的时候要谨慎，特别是铁道交
通运营管理专业的就业对学生
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

三、招生计划

近几年，我院招生形势良
好，在全省高职院校中保持较
高录取分数和较高报到率。
2013年我院在包括山东省在内
的全国2 6个省招收4 5 5 0名学
生，其中外省招生计划为660
名，涵盖轨道交通、机械制
造、机电装备、电气工程、土
木工程、管理、信息工程、生
物工程等31个专业。在4550名
招生计划中，包括为石家庄轨
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和兰州轨
道交通有限公司订单培养的学
生70名，对外软件开发服务外
包班100名，引进德国教学模式
就业前景光明的汽车技术服务
与营销专业120名。另外，今年
我们将继续与韩国湖南大学合
作，招收中韩合作班学生100
名，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与动漫
设计与制作专业各50名。我院
2013年的招生政策仍然坚持：
在各专业教学条件允许且符合
分数要求的前提下，尽量满足
考生的第一志愿。

招生网站：zs.sdp.edu.cn

招生咨询：0531—66772188，
66773226，86952030，66772199

专业 山东

★总计 3890

△高职(专科)合计 3890

⊕文史合计 538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47

计算机应用技术 45

计算机网络技术 39

软件技术（服务外包方向） 50

软件技术 17

会计电算化 168

市场开发与营销 90

物流管理 82

⊕艺术(文)合计 70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35

动漫设计与制作 35

⊕理工合计 2765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100

工程机械控制技术（铁路方向） 79

电气化铁道技术 107

铁道机车车辆 192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10

铁道通信信号 74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43

铁道工程技术 105

生物技术及应用 112

生物制药技术 110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0

建筑工程技术 72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50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铁路方向） 50

工程造价 50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25

数控技术 100

模具设计与制造 100

焊接技术及自动化 50

机电一体化技术 267

电气自动化技术 123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130

计算机应用技术 31

计算机网络技术 80

软件技术（服务外包方向） 25

软件技术 5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0

应用电子技术 100

食品营养与检测 120

会计电算化 20

市场开发与营销 20

物流管理 70

⊕艺术(理)合计 30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5

动漫设计与制作 15

⊕单独考试合计 410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0

机电一体化技术 50

电气自动化技术 5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50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0

计算机网络技术 50

软件技术（服务外包方向） 10

会计电算化 50

⊕中韩合作 77

动漫设计与制作（文） 22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文） 15

动漫设计与制作（理） 15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理） 25

山东职业学院西校区位于济南
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泺大街201号，
地处济南高新技术开发区核心地
带，南临齐鲁软件园、国家动漫产业
基地和山东大学齐鲁软件学院，北
靠国际会展中心，毗邻山东松下电
子、浪潮集团、大陆机电等高新技术

企业。环境优越，交通便利，是感悟
省会都市风采、接受现代信息技术
的理想场所。现设有会计、经济管
理、计算机、通信类共计14个精品专
业。

山东职业学院西校区拥有一支
教学水平高、实践能力强的师资队

伍，建有设施完备的
实践教学基地和实验
室。学校坚持以社会
需求为导向，把就业
指导贯穿人才培养全
过程，大力推行工学
结 合 的 人 才 培 养 模
式，与中国联通、中兴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松下电子信息有
限公司、中国邮政物

流、海信家电工业园、山东新视觉数
码、山东河图动漫、济南宏财代理记
账有限公司、双百财会济南分公司
等多个企事业单位建立了长期校企
合作关系，通过订单式培养、顶岗实
习等教学模式实现了与行业企业的
零距离对接，以鲜明的办学特色、过
硬的人才培养质量和较高的毕业生
就业率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

学校地址：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新泺大街201号
联系方式：0531-86512036，
86512037，86512038，18678896958

网址：www.jtgxzs.net
QQ咨询：957258887

招生咨询专用QQ群：
88302095

山东职业学院西校区(Y059)
特别提示：西校区有单独的招生代码，考生填报志愿时要注意。

★公办全日制 ★显著的区位优势 ★突出的就业优势 ★优越的办学条件

★完善的奖助学体系 ★雄厚的师资力量 ★先进的办学理念

山东职业学院西校区2013年招生专业及计划表

(公办全日制 招生代码：Y059)

(报考时以山东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内容为准)

类别 专业名称 计划（人） 学制（年） 学费（元/年）

文

科

计

划

动漫设计与制作 30 3 5000

影视多媒体技术（数字媒体方向） 30 3 5000

影视多媒体技术（数字广告方向） 30 3 5000

计算机应用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方向） 30 3 5000

计算机网络技术 30 3 5000

软件技术 30 3 5000

通信网络与设备 30 3 500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30 3 5000

电子商务 30 3 5000

会计电算化 200 3 4800

国际贸易实务 30 3 4800

工商企业管理 30 3 4800

市场开发与营销 60 3 4800

物流管理 60 3 4800

理

科

计

划

动漫设计与制作 20 3 5000

影视多媒体技术（数字媒体方向） 20 3 5000

影视多媒体技术（数字广告方向） 20 3 5000

计算机应用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方向） 20 3 5000

计算机网络技术 30 3 5000

软件技术 40 3 5000

通信网络与设备 20 3 500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 3 5000

电子商务 30 3 5000

会计电算化 120 3 4800

国际贸易实务 20 3 4800

工商企业管理 20 3 4800

市场开发与营销 30 3 4800

物流管理 40 3 4800

轨道交通学院实训中心实训现场 机电装备系自动化生产线实训室 机械工程系数控机床实训中心

噪山东省唯一直属教育厅管理 噪山东省唯一具有铁路行业背景特色 噪国家100所骨干高职建设院校

管理系VBSE实训室

现代教育·特刊
T11332013年6月25日 星期二


	T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