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班级 专业 考取大学 家庭住址

刘沙沙 10 . 1 计算机应用 菏泽学院 核桃园镇刘庄村

张彩云 10 . 1 计算机应用 菏泽学院 大义镇葛店村

姚姗姗 10 . 2 计算机应用 聊城大学 独山镇姚楼村

李巧巧 10 . 2 计算机应用 聊城大学 大义镇德化村

商丽霞 10 . 3 化学工艺 潍坊科技学院 核桃园镇商庄村

赵法政 10 . 4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潍坊科技学院 龙固镇赵楼村

田加鹤 10 . 4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潍坊科技学院 营里镇北西海村

李舒舒 10 . 5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烟台南山学院 章缝镇李菜园村

王晓华 10 . 5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青岛农业大学 章缝镇曹海村

孙言凯 10 . 6 机电技术应用 青岛农业大学 独山镇曹楼村

李慧慧 10 . 6 机电技术应用 青岛理工大学 核桃园镇李登楼村

崔海凤 10 . 8 机电技术应用 青岛理工大学 大义镇小集子村

亲爱的同学们：
首先祝贺你们马上就要顺

利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
进入高中阶段的学习。现在，有
两条发展道路可供同学们选
择：一是选择到职业学校就读，
学习专业技术、技能，毕业后报
考对口高职院校或由学校安置
就业；一是到普通高中学校就
读，毕业后千军万马共挤高考
独木桥。

面对自己的进步成长，你
可能在欣喜之余心中也有些茫
然：高兴的是，通过自己几年的
刻苦努力，顺利完成了义务教
育阶段的学习，人生道路即将
迈出重要的一步；茫然的是，面
对国家教育结构的调整，下一
步，究竟应该如何选择更适合
自己的人生道路？选择职业教
育有什么样的发展前途？到巨
野职教中心校学习有哪些优
势？下面将给大家简要解读：
一、近几年，中等职业教育发展
形势喜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各类专业技能型人
才极度缺乏，大力发展中等职
业教育，是我国现实国情的必
然选择，因此，国家高度重视中
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发展，提出

“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

和待遇，加大对突出贡献的高
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通
过完善就业准入制度、积极推
进“双证书”制度，实行中等职
业教育免费制度等政策，从根
本上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2012年起，为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山东省政府出台了20
多个文件：规范化学校逐年增
加并单列春季高考本科招生计
划,2013年本科计划5000余人，
2014年本科计划1万余人，以后
逐年增加；建立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统一的高中阶段招生平
台，职业中专与普通高中学分
互认、学籍互转等等，为中职教
育的发展提供了美好的发展前
景。“学得一技之长，谋取称心
职业，致富一个家庭”已成为许
多老百姓的迫切愿望。
二、巨野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硬件建设先进、教学设施配套
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是一所能
够让学生真正学到知识和技能
的地方。

巨野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是一所国办省级重点职业学
校，成立于1996年，位于巨野县
城巨金路6号，交通便利，环境
幽雅，占地1 0 5亩，建筑面积
22000多平方米，容纳40个教学
班的教学楼两栋，办公楼一栋，

综合实验、实训楼一栋，男生宿
舍楼，女生宿舍楼各一栋，餐厅
一处。学校争取资金360万元，
购置了机电、电子、电工、计算
机、电气焊、数控等大批专业实
习实训设备及大量的音美、电
化教学等教学辅助设备并全部
投入使用，其中电子工艺、电工
技术、单片机、PLC等设备在全
市同类学校中处于最先进水
平，大大促进了巨野职教中心
的教育教学工作。现有接通宽
带网的电脑200余台，电工电子
电拖实验实训车间，数控机床
加工中心，多功能卧式机床加
工中心，单片机实训车间，电子
工艺实训车间，现代电工技术
实训车间，机电一体化实训车
间，普通车床、铣床、钻床、磨床
等大型机电实习、实训设备及
电焊实训车间(配备亚弧焊、二
氧化碳保护焊及普通电焊机)
供学生实习、训练；多媒体教室
三处(其中一处为可容纳400余
人的多功能阶梯教室)，图书
室，电子阅览室，画室，琴房，形
体训练房、交互式电子白板教
学系统、监控系统等教学配套
设施一应俱全。

巨野职教中心有教师167
人，其中山东省优秀教师3名，
山东省教学能手1人，山东省优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免学费又受资助，升学就业两条路

巨巨野野职职教教中中心心,,一一个个圆圆你你梦梦想想的的地地方方

巨野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2013年春季高考升入本科部分学生信息统计

质课获得者6人，菏泽市优秀教师
12人，菏泽市教学能手18人，山东
省职业教研室中心教研组成员2
人，菏泽市职业教研室语文中心
教研组，德语中心教研组设在巨
野职教中心。巨野职教中心在每
年菏泽市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教学
质量工作评估中，近几年连续都
位列三甲 ;学校现有二十九个教
学班，在校生1300多人。开设计算
机技术及应用、机电技术及应用、
幼儿教育、煤化工、农业机械化五
大专业，其中机电技术及应用、计
算机技术及应用、煤化工等是菏
泽市教学示范专业。

巨野职教中心完全按照国家
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大纲开课授
课，保证学生能够学到真正的知
识和技能。
三、巨野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采
取升学与就业并举的办学理念，
通过优质服务努力为学生架起通
向升学与就业道路的立交桥。

1、毕业生可以轻松就业
学校一贯坚持“以服务为宗

旨，以市场为导向，面向社会、面
向市场”的原则，紧扣“内抓管理
要质量、外树形象求发展”的总体
工作思路，提出了“不求人人成名
成家，但要个个成才成功”的办学
目标，以“培养一个学生，致富一
个家庭；办好一所学校，造福一方
百姓”为理念，以培养强能实用的
中等专业技术人才为己任，通过
优质服务努力为学生架起通向升
学与就业道路的立交桥。让每位
学生既能学到扎实的知识，又能
掌握熟练的技能，适应社会发展
的需要，体味成功的快乐。学校采
取“就业教育与升学教育相结合”
的办学模式，学生在高二第二学
期进行分流，分成就业班和升学
班，就业班经过岗前强化培训，由
学校推荐安置工作；升学班再经
过高三一年的学习，升入对口高
职院校继续深造。几年来，学校毕
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100%，升学
率保持在95%以上。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快速发
展，社会对实用性技术人才的需
求急速增加，具有一技之长的专
业技术人才越来越得到用人单位
的青睐，我们学校就是培养专业
技能人才的学校。由于巨野职教
中心毕业生既有扎实的理论素
养，又有熟练的专业技能，很受用
人单位的欢迎，使毕业生供不应
求。已毕业的学生就业安置率一
直都是100%。就业学生中，多数
年薪都在 3万以上，高的已达 5
万——— 6万元。还有不少同学已经
当上了公司的中层领导或技术骨
干，如：欧士栋同学做了深圳铭望
电子有限公司的业务主管，葛玲
同学做了常州永祺车业有限公司

的人事部经理助理，赵长春同学
中国石油大学毕业后高就于土库
曼斯坦一大型跨国公司，郭庆周
同学烟台职业学院毕业后，在新
加坡工作，年薪可以达到20万元。

2、考大学更有希望。
国家将实行高考制度改革，

高等院校分为技能型人才类和学
术型人才类，就目前来看，80%以
上的院校属技能型大学，而巨野
职教中心就是输送技能型人才的
学校。巨野职教中心被确定为山
东省首批规范化建设项目学校，
规范化学校逐年增加并单列春季
高考本科招生计划，对职业学校
招生的高职院校越来越多，对口
高考本科招生数量越来越大。即
使原来成绩不是十分突出的学
生，也可以考上非常理想的大学。
巨野职教中心已毕业的学生，升
学率在95%以上，很多同学被中
国农业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石油
大学、青岛大学、烟台大学、山东
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山东商
业职业技术学院、青岛职业技术
学院、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等名牌
院校录取。就是说，来巨野职教中
心就读，既可以学得一技之长，发
家致富，创业当老板，又可以考取
专科，本科，研究生继续深造，也
可以出国留学。
四、职业教育资源整合，巨野职教
中心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巨野职教中心被确定为山东
省首批规范化建设项目学校，根
据县政府计划，巨野职教中心在
新城区新建一处校园，整合巨野
县第一职业高中、巨野县劳动技
校，投资2 . 5亿元，建设占地面积
300亩，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实训
设备3000万元，年招生能力2000
人，在校学生6000人，实用技能培
训能力3000人以上的省级示范化
中职学校，并积极争创省级示范
性中职学校，2014年全面开工建
设，2015年投入使用，届时，一个
高标准的现代化中等职业学校将
矗立在风景优美的洙水河公园北
岸。
五、办学成绩斐然

2006年，学校被认定为“山东
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2012年被
评为“山东省职业教育先进集
体”，近几年连续被评为巨野县

“职业教育办学先进单位”、菏泽
市“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工作先进
单位”、菏泽市“中等职业教育教
学先进单位”。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读
中职受资助，升学就业两条路。巨
野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是一个
圆你梦想的地方。

巨野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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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招生对象：应往届初中毕业生，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未婚青年。校长任崇兴竭诚欢迎有志青年来巨野职教中心深造发展展

招生专业 招生人数 学制 学费（年） 备注

计算机技术及应用 200人 三年 免费

涉农专业
同时享受资助

咨询电话:
13869728238
0530-8195640

机电技术及应用 200人 三年 免费

农业机械化 200人 三年 免费

幼儿教育 100人 三年 免费

煤化工 100人 三年 免费

经市、县教育局批准，2013年学校计划招收计算机技术及应用、机电
技术及应用、幼儿教育、煤化工、农业机械化五个专业，共计800人。

▲巨野职教中心部分机电专业学生参加科技社会推广服务活动。

参观巨野职教中心的实验实习设备。

2013年我校本科上线40余人，录取26人，录取学生的部分信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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