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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教育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2013年三年制普通专科招生公告

■专业介绍

护理专业>>

培养从事临床护理、社区
护理、护理管理、护理教育、开
展预防保健、健康促进等工
作，掌握本专业必备理论和操
作技能的高素质技能型专科
层次人才，今后主要任用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各级
健康保健机构的相应技术岗
位和服务岗位。
助产专业>>

培养从事临床助产、妇产
科护理、母婴保健、计生服务、
社区疾病预防保健等工作，掌
握助产、护理专业必备理论和
操作技能的高素质技能型专
科层次人才，今后主要任用综
合医院、妇幼保健院、社区卫
生服务、计生服务、健康保健
等机构的相应技术岗位和服
务岗位。
药学专业>>

培养从事药学服务、药品
生产、药物检验、药品营销等工
作，掌握本专业必备理论和操
作技能的高素质技能型专科层
次人才，今后主要任用医院药
房、社会药店、药厂、药物制剂
室、医药公司、药检所、药品监
督管理机构的相应技术岗位和
服务岗位。
中药专业>>

培养从事中药材鉴定、炮
制、检验、购销、调剂和养护、
中药材栽培及中成药生产等
工作，掌握本专业必备理论和
操作技能的高素质技能型专
科层次人才。今后主要任用中
药经营企业、医院中药房、中
成药生产企业、中药饮片加工
企业等的相应技术岗位和服
务岗位。
口腔医学技术专业>>

培养从事义齿修复、加工
和矫治器设计制作，以及口腔
医疗仪器设备、口腔修复材料
等的管理、营销等工作，掌握
本专业必备理论和操作技能
的高素质技能型专科层次人
才。今后主要任用各级医疗机
构、牙防部门和义齿制作加工
及销售单位相应技术岗位和
服务岗位。
医用电子仪器与维护专业>>

培养从事医用电子仪器
设备的维修检测、临床应用管
理、设计开发、技术支持、营销
等工作，掌握本专业必备理论
和操作技能的高素质技能型

专科层次人才。今后主要任用
医院、生产经营企业、研发机
构、检测等机构相应技术岗位
和服务岗位。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

培养从事临床影像检查、
诊断与治疗技术以及影像设
备维修与营销等工作，掌握本
专业必备理论和操作技能的
高素质技能型专科层次人才。
今后主要任用各级医疗机构、
医疗器械生产、营销、研发机
构相应技术岗位和服务岗位。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

培养从事临床康复评定、
常见疾病功能障碍的康复治
疗、康复设备应用维护、康复
护理技术和健康教育等工作，
掌握本专业必备理论和操作
技能的高素质技能型专科层
次人才。今后主要任用各类医
疗机构、康复保健机构和康复
设备生产营销企业相应技术
岗位和服务岗位。
社区康复专业>>

培养从事社区康复评定
与治疗、特殊儿童、残疾人康
复训练、针推理疗及中西医健
康保健、健康教育和康复机构
管理等工作，掌握本专业必备
理论和操作技能的高素质技
能型专科层次人才。今后主要
任用各类医疗机构和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以及特教、助残、
老年服务等社会福利机构相
应技术岗位和服务岗位。
生物制药技术专业>>

培养从事疫苗、血液制
品、蛋白与核酸药物、分子诊
断试剂、天然药物等生物药物
以及功能食品与添加剂、动物
药、农药、生物医学材料等相
关产品的生产、检验、营销和开
发辅助工作，掌握本专业必备
理论和操作技能的高素质技能
型专科层次人才。今后主要任
用生物药物及相关产品生产、
营销企业和研发单位相应技术
岗位和服务岗位。
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

培养从事食品原辅料生
产、加工、流通及消费领域的
分析检验、质量控制管理、安
全评价、营养指导与管理、市
场营销等工作，掌握本专业必
备理论和操作技能的高素质
技能型专科层次人才。今后主
要任用各类食品企业、食品卫
生检验检疫及管理机构、餐饮
部门相应技术岗位和服务岗
位。

◆收费标准
我院按照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物价局批准

的学费和住宿费收取标准，实行公示、亮证收费。
学费：5000元/生/年。
住宿费：按宿舍分级标准收费，500元～1200元/生/年不等。

◆毕业待遇
学生毕业时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济南护理职业学院普通专

科毕业证书”及省人事厅签发的“就业报到证”，并进入教育部普
通高校学历查询系统(网址：http：//www.chsi.com.cn)。

◆报名办法
2013年招生实行网上填报志愿和分批次填报志愿模式。
网上填报志愿网址为：http：//www.sdzs.gov.cn(山东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
全省专科学校填报志愿的时间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统

一安排为准，届时考生可填报“济南护理职业学院”，并根据个人
成绩、爱好、志向等填报我院11个专业志愿。在“是否服从专业调
剂”栏建议填写“服从”，以保证最大程度地满足考生到我院求学
的愿望。录取时，我院会尽量满足考生的专业志愿或录取到相近
专业。同时，参加春季高考(对口高职考试)的考生也可同期同办
法报考我院。

◆联系方式
学院地址：济南市历城区港西路3636号(旅游路与港西路交汇处)
邮政编码：250102
咨询电话：(0531)87954412 87192205 87192206
乘车路线：济南火车站乘BRT5至燕山立交桥东站换乘312、325
路，长途汽车总站乘k50至燕山立交桥站换乘312、325路到学院站
下车即可。也可在经十路公交驾校站乘到我院的158路专线公交
车。
网 址：http：//www.jnnvc.cn(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E - m a i l ：jnhlzyxy3636@163 .com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欢迎广大考生报考我院！

■学院概况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是一所国办
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其前身为始建
于1953年的山东省济南卫生学校，
2011年3月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
教育部备案，升格为济南护理职业学
院。学院坐落在山东省省会济南，占
地600亩，全日制在校生8000余人。

一、学院区位优势：济南是山东
省的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中心，是山东省的首善之地

济南山灵水秀，人才辈出，历代
文人墨客多聚于此，素有“济南名士
多”的美誉。济南南为泰山山脉，北靠
黄河，四季分明，日照充足。

济南有着天下独一无二的“泉
水”，喷涌不息的泉水在市区北部汇
流而成的大明湖和位于市区南部的
著名佛教胜地——— 千佛山交相辉映，
构成了济南“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独
特风景线。

济南地处南北东西交通枢纽地
位，拥有连续十年创下国内公路客运
站售票收入、旅客发送量、发车班次
三项全国第一的济南长途汽车总站，
京沪高铁贯穿山东、途经济南，济南遥
墙国际机场每天进出航班600多架次。

山东和济南所具有的优势为济
南护理职业学院的可持续发展，为学
子的成长成才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二、师资力量雄厚，学科专业建
设先进

学院现有教职工337人，专任教
师199人，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及以
上学位者96人(其中博士6人)，副高
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者79人，硕士生
导师2人。学院紧紧依托省会济南著

名高校和省市级医疗机构、科研院所
的雄厚师资力量，建立了一支200余
人的高水平兼职师资队伍。

学院学术气氛浓厚，近几年，我
院教师共主编、参编教材及著作126
部，主研及参研课题37项，发表论文
336篇，20余名教师分别担任省级以
上医学专业学会或研究会的负责人，
70余名教师先后被评为全国、省、市
级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

学院现设有护理系、药学系、医
学技术系、康复保健系、食品营养系、
口腔医学系、公共卫生系、公共基础
部(思政德育部)、专业基础部9个系
部及图书馆、实训中心、信息网络中
心3个教辅机构；现开设有三年制普
通专科11个专业和五年一贯制高职7
个专业。其中药学专业是全国卫生职
业教育教学牵头专业，护理、助产专
业是省级重点专业和改革示范专业。

三、全面的就业服务、可靠的就
业保障，遍布省内外的教学基地，为
学生的成长成才与就业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建院60年来，先后为国家培养输
送了7万余名合格毕业生，毕业生遍
布全国各地，一批品学兼优的优秀毕
业生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或者成为
单位的骨干力量，第四十届南丁格尔
奖的获得者刘振华就是我院护理专
业毕业生的优秀代表。

学院十分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
充分发挥地处省会城市就业机会多、
就业岗位好的优势，积极拓展就业工
作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建立了完善的
就业保障体系，实现了学生“大城市
上学，大医院实习，大城市就业”的愿
望。同时，学院积极拓展境外就业与

学习，近几年先后有30余名毕业
生赴国外就业或留学。

山东省立医
院 、山 东

大

学齐鲁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深圳市儿童
医院及济南各市级医院、驻济南部队
医院等100多所高水平的医疗机构、
企事业单位常年承担着我院学生的
毕业实习工作，有效保障了后期教学
实践和毕业实习的质量。

四、良好的生源、校风、学风，为
学生提供成才的美好环境

学院良好的教学质量和社会信
誉给学院带来了良好的生源质量。
2012年在全省高考生源、中考生源锐
减的严峻形势下，我院三年制普通专
科和五年一贯制高职第一志愿报考
率和第一志愿录取率均名列全省同
类院校前列，实现了生源数量和生源
质量双丰收。

学院谨遵“德厚、业精、志远”的
校训，形成了良好的学风、校风，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近几年，我院教师和
学生在“全国涉外护理专业教师教学
比武”、“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均取得较好的成绩，学院被授予“全
国职业教育百强院校”和“全国教育
改革创新示范院校”荣誉称号。

五、奖助学金齐全，全力确保家
庭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我院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资助工作，现已建成较完善的“奖、
贷、助、补、减”的资助体系，家庭经济
困难的学生可以通过申请助学贷款、
勤工助学、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
学金、困难补助、学费减免等方式获
得资助，学院同时开通家庭经济困难
新生入学“绿色通道”。

学院还严格执行关于应届毕业
生参加“三支一扶计划”、“西部支援
计划”和应届毕业生参加部队士官、
义务兵选拔等各项国家政策规定。学
生在校期间可通过参加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取得本科学历(我院为本科护
理学全省自学考试试点院校)，毕业
生可通过参加“山东省普通高等教育
专升本考试”、成人高考、网络教育等

形式取得本科学历。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2013年普通专科分专业招生计划

报考代码：山东E343河北0693河南9544山西1872辽宁0559黑龙江4512

专业名称 学制
文科 理科 对口

高职
备注

山东 河北 河南 山西 辽宁 黑龙江 山东 河北 河南 山西 辽宁 黑龙江

护理 三年 360 4 4 4 4 4 185 2 2 2 2 2 255 男女兼

助产 三年 20 20 30 限招女

药学 三年 60 40 2 2 2 2 2 40

男女兼
招

中药 三年 25 25 20

口腔医学技术 三年 25 25 20

康复治疗技术 三年 20 20 20

医用电子仪器与维护 三年 20 15 2 2 2 2 2 15

医学影像技术 三年 30 30

社区康复 三年 30 30

生物制药技术 三年 30 30

食品营养与检测 三年 30 30


	l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