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济南大学坚持本科

教学工作的基础地位，牢固确立人才培养是根本任

务、质量是生命线、教学是中心工作的理念，不断加

大教学投入，积极推进协同育人教学模式改革，致

力于培养“实基础、重实践、强能力、高素质、求创

新”的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因基础扎实、工作踏实、

作风朴实和实践能力强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一、坚持“整体和谐，个性发展”的人才培养理

念，探索人才培养新机制。加强课程资源的整合与

共享，实施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开办英语-国际经济

与贸易、英语-法学等双学位班，着力培养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此外，如在部分专业

试行分类型培养，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辅修第二专

业等，为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

空间。

二、实行“大类招生，分流培养”，按照“1+2+1”
学程改革思路，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出发点，不

断优化融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生涯教育于一体的

课程体系，理顺基础平台课程、专业平台课程、专业

方向课程的关系，推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

建设，促进了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

三、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积极推进校地、校

企、校校协同育人。学校与企事业单位联合培养学

生，将实习实训和实验室建在企业，学校聘请行业

专家参与实习教学的管理和指导，鼓励学生在毕业

论文(设计)选题上选择符合产学研结合的课题，努

力实现“用创新性的产品完成毕业设计”，“用社会

实践中的调研和对策报告完成毕业论文”的目标，

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四、积极开展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构建以学生

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的教学

文化。严格控制课堂教学规模，逐步提高小班教学

比例，大力倡导基于问题的教学、基于项目的教学、

基于案例的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以及探究性学习、

自主学习、服务学习等灵活多样的学习方法，形成

“交互式”学习局面，给学生更多自主思考和探索的

空间，提高了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与质量。

五、加大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力度，积极

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与英国格拉斯哥加利多尼亚

大学等40余所国外高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联合设

置课程和培养学生，开办金融学、机械工程及自动

化、网络工程、环境工程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与多

所国外合作院校实行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

积极引进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持续推进课程国际

化建设，双语教学和全英文授课课程比例不断提

高，拓展了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发展空间。

六、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促进学生全面和谐

发展。建立“尊重、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创设多

种形式的师生合作交流平台，完善本科生导师制以

及教师参与学生社团制度。加强学风建设，健全就

业指导和服务体系，提高后勤服务质量，制定《济南

大学学生特殊困难补助金管理办法》等规定，为家

庭困难学生提供切实的帮助。建立完善的心理健康

教育体系，在所有班级设立“校园心灵使者”，为学

生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导和服务。

本科生培养举措
招生批次 学科类别 专业名称 科类 学制

山东5893
5293 济南走读600

本科一批 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生物技术(生物化学方向) 理工 四 252
本科一批 材料类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复合材料与工程 理工 四 452
本科一批 化工与制药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制药工程(生物制药方向) 理工 四 361
本科一批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理工 四 126

本科一批 不按类
生物技术 理工 四 88
制药工程 理工 四 71

药学 理工 四 71
本科一批 设计类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 艺术文 四 25

本科一批 不按类

美术学(师范类) 艺术文 四 20
服装与服饰设计 艺术文 四 15

服装与服饰设计(形象设计与表演方向) 艺术文 四 15
摄影 艺术文 四 24

本科一批 不按类

音乐学(中国乐器表演方向)(师范类) 艺术文 四 30
音乐学(管弦乐器表演方向)(师范类) 艺术文 四 17

音乐学(键盘表演方向)(师范类) 艺术文 四 3
音乐学(乐器修缮方向)(师范类) 艺术文 四 10
音乐学(声乐表演方向)(师范类) 艺术文 四 20

音乐学(音乐学理论方向)(师范类) 艺术文 四 30
音乐学(音乐教育方向)(师范类) 艺术文 四 25
音乐学(舞蹈表演方向)(师范类) 艺术文 四 30

本科一批 不按类
体育教育(师范类) 体育 四 100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体育 四 60
本科一批 设计类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 艺术理 四 25

本科一批 不按类

美术学(师范类) 艺术理 四 10
服装与服饰设计 艺术理 四 5

服装与服饰设计(形象设计与表演方向) 艺术理 四 5
摄影 艺术理 四 15

本科二批 经济与贸易类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史 四 69
本科二批 政治学类 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 文史 四 133 45
本科二批 社会学类 社会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 文史 四 60 20
本科二批 新闻传播学类 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 文史 四 89 35
本科二批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文史 四 43 15
本科二批 财务会计类 会计学、财务管理 文史 四 68
本科二批 旅游管理类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 文史 四 42 10

本科二批 不按类

金融学 文史 四 13
法学 文史 四 81 5

特殊教育(师范类) 文史 四 46 9
汉语言文学★ 文史 四 74 25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类) 文史 四 35 5
历史学(师范类) 文史 四 23 2

应用心理学(师范类) 文史 四 29 4
服装设计与工程 文史 四 6
文化产业管理 文史 四 61 20

公共事业管理(教育管理方向) 文史 四 39 15
会展经济与管理 文史 四 20 10

英语★ 文史 四 65 20
德语★ 文史 四 15
法语★ 文史 四 16
日语★ 文史 四 20

朝鲜语★ 文史 四 10
本科二批

双学位班
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双学位班 文史 四 11

本科二批 英语、法学双学位班 文史 四 11
本科二批 经济与贸易类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工 四 80
本科二批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工 四 105 20
本科二批 地理科学类 地理科学(师范类)、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理工 四 76 10
本科二批 机械类 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设计、工业工程 理工 四 400 40
本科二批 能源动力类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地热、生物质能源科学与技术方向)、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理工 四 94 35
本科二批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理工 四 345 40
本科二批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理工 四 125 35
本科二批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理工 四 113 35
本科二批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工程管理 理工 四 111 20
本科二批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理工 四 25 5
本科二批 财务会计类 会计学、财务管理 理工 四 31
本科二批 旅游管理类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 理工 四 49 5

本科二批 不按类

金融学 理工 四 32
金融数学 理工 四 100 7

法学 理工 四 40 3
特殊教育(师范类) 理工 四 14 5
物理学(师范类) 理工 四 46 10

应用心理学(师范类) 理工 四 39 10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太阳能、风能、核能方向) 理工 四 33 10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理工 四 100 20
土木工程 理工 四 174 25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理工 四 27
服装设计与工程 理工 四 5

烹饪与营养教育★ 理工 四 40
建筑学 理工 五 25

城乡规划 理工 五 12
文化产业管理 理工 四 54 20

会展经济与管理 理工 四 14 5

★专业为师范类兼非师范类专业

济南大学2013年招生计划（山东省）

济南大学中外合作项目2013年本科招生计划(山东省)

招生批次
招生专业 科类 学制 计划 备注

合计 200

本科二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外包方向) 理科 四 200

济南大学校企合作项目2013年本科招生计划(山东省)

招生批次

招生专业 科类 学制 计划 备注

合计 280

本科二批 金融学 文科 四 50 考生外语语种：英语

本科二批 金融学 理科 四 50 考生外语语种：英语

本科二批 机械工程 理科 四 60 考生外语语种：英语

本科二批 网络工程 理科 四 60 考生外语语种：英语

本科二批 环境工程 理科 四 60 考生外语语种：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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