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茌茌平平县县职职业业教教育育中中心心学学校校

茌平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校门。

电子焊接实习。

茌平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是一所省级规范化学校，学校占地近200多亩，教学、实验实训、生活设施一
流，现有56个教学班，2400余名学生，拥有教职工299人，师资力量雄厚。2013年学校申报省级规范化学校获
得批准，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各专业实习实训设备均达省级先进水平，实验实训资产价值达2000余万元。

2014年茌平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捷报频传：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市技能大赛并成功承办服装类比赛，
成绩可喜，3人获一等奖，11人获二等奖，7人获三等奖，3人获优秀奖，计算机硬件检测与维修获团体第二
名；春季高考有33人、夏季高考有43人升入本科院校。

学校以专业教学改革为
突破口，创新“12345”人才培养
模式。即，本着“一个目标”：立
德树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
掌握“二个基本”：基本技能、

基本素质；紧抓“三个环节”：
课堂教学、学校实训、企业实
习；培养综合素质“四位一
体”：文化、技能、行为规范、素
养；实现“五个对接”：专业设

置与产业结构对接、学习内容
与标准岗位对接、学习过程与
生产过程的对接、学习结果认
证与职业资格的对接、学生教
育与终身教育对接。

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

学校的育人理念充分明
确了学生在校学习的目的和任
务是为上岗及升学充分做好知
识和技能储备，在实际教学工
作中，加强文化课和专业理论
课学习的同时，更注重实践技
能教学，加大学生实践操作在
日常教学中的比重。各专业教
师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选取最
合适、最实用的教学方法，让学
生在实训室中“做中学，学中
做”；学校每年组织一次校级

“技能大赛”，并依托这一平台
选拔市级、省级技能大赛参赛
队员，“以赛促学，以赛带练”的
竞争模式，极大的激发了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在学练中理解
理论知识、掌握技能技巧。

探索学生教学和管理方
法，在学习借鉴外地名校经验
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实际，从
高一年级开始推行学分制，大
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对学生的评价由重结果转变

成重过程。
开展兴趣大课堂活动。每

位教师把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展
示给学生，不拘形式，不拘内容。
校级领导杨长清、于吉利等带
头开讲，一年来共开展20余次，
使系统化教育与碎片式教育有
机结合，开拓了学生视野，培养
了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情趣。

为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学
校实行“N+1”导师制，让每名教
师都成为学生的导师。

亮点纷呈

凸显特色

主要专业

设置情况

专业技能方向主要是计
算机信息管理、网络管理与维
护和电子商务网站建设与运
营三个方向，专业课开设计算
机应用基础、图形图像处理、
计算机组装与维修、常用工具
软件等课程。本专业配备有聊
城地区最先进的网络布线实
训室，另有实训机房6座，拥有
高标准配置电脑近300台，主要
进行数字影音后期制作、动画
片制作等项目的实训。

专业技能方向主要是机
电设备安装与调试、机电产品
维修、自动化生产线运行三个
方向。专业课开设电工电子技

术应用、机械制图、机械基础、
金属工艺学等课程。本专业配
备钳工实训室、电子焊接实训
室、机械零件测绘实训室、金
属工艺学实验室、电工实验
室、低压电器实训室、液压气
动实训室等实验实训室。

专业技能方向主要是服
装CAD技术应用、服装制作
两个方向。专业课开设服装美
术设计基础、服装结构制图、
服装设备使用常识、服装材
料、缝制工艺等课程。配备服
装工艺实训室、立体裁剪实训
室、服装CAD制版实训室，拥
有高速电动缝纫机60台，美耐

标准裁床台板、服装裁片整理
台2组，服装CAD设计用计算
机60台、服装数字化仪、服装
高速喷墨绘图仪等配套实训
设备。

本专业开设课程除职业
中专阶段的文化课外，专业课
开设专学前卫生学、学前教育
学、学前心理学、幼儿园活动
设计与实践、幼儿园课程、幼
儿教师教育技能等；本专业配
备集体琴房2座、舞蹈室4座。

专业技能方向主要是企
业会计、商超收银两个方向。
专业技能方向主要是汽车机
修、汽车电器维修两个方向。

招生专业
招生

人数
学制 备注

机电技术应

用

300 三年 面向升学

和就业

计算机及应

用

200 三年 面向升学

和就业

服装设计与

工艺

100 三年 面向升学

和就业

音乐（学前教

育）

190 三年 面向升学

财会电算化 150 三年 面向升学

汽车维修 60 二年 面向就业

招生计划

升学班招生计划一览表就业班招生计划一览表

东东阿阿县县职职业业教教育育中中心心学学校校
东阿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是东阿县唯一一所公办国家级
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占地206 .27
亩，固定资产2854万元，在校生
近2160人，由主校区、陈集校区、
徐屯校区及实习工厂组成。学校
拥有一流教学设施和设备，常年
设学前教育等七个专业，满足学
生学习需要。

学校秉承“厚德、崇技、求
实、创新”校训，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发展”办学宗旨，围绕“以就
业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本位，
以职业实践为主线”办学理念，
坚持“学校有特色，专业有特点，
学生有特长”办学目标，认真执
行“11234”教学管理思路，紧紧围
绕“一推、二扬、三树、四培”的师

资培养模式，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形成高水平的教学团队和专
业带头人，现有教职工153人。

学校一手抓春季高考，一手
抓技能大赛，走专业发展之路，
升学率和就业率名列全市前列。
2014年我校150人参加春季高考，
本科上线的有119人，上线率达
79 .3%，录取率超过全省平均水

平。另经省教育厅批准，我校与
潍坊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力
明科技学院签订“2+3”大专班联
合办学协议，由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统一录取备案，学生前两年在
我校学习，后3年在该高校就读，
毕业时颁发大专证书；与山东劳
动职业技术学院签订“3+2”大专
班联合办学协议，学生前三年在

我校学习，后两年在该高校学
习，毕业时颁发大专证书。就业
班学生在校学习两年第三年到
企业顶岗实习，毕业即就业，我
校与长城开发等近百家知名企
业签订了联合办学、学生实习及
就业协议，为学生开辟了广阔的
就业渠道，就业稳定率达到97%
以上，技术岗位占到85%。

专业

名称
招生

人数
主要开设课程 培养目标

招生

对象

学

制

学

费

机电
技术
应用

100

机械基础、机械制图、金
属工艺学、机械制造工艺
学、电工基础、机床电气
控制、机械加工技术等。

培养能够从事常用机电
设备的整机装配、调试与维修
的中级技术人才

初
、
高
、
中
应
、
往
届
毕
业
生

初
中
毕
业
生
三
年
、
高
中
毕
业
生
两
年

学
费
全
免
另
外
对
困
难
学
生
每

年
资
助
20
00
元

（
资
助
三
年
或
两
年
）
三
年

数控
技术
应用

100

机械制图与CAD、数控
仿真技术、数控编程与
操作、数控电气控制技
术、机械基础、公差与配
合。

培养具备数控机床编程及操作
能力、能够从事机械加工工艺
实施、质量检测和设备调试、操
作及保养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计算
机应
用

60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办
公自动化、CAD应用、动
漫制作平面设计、网页
制作

培养具有计算机操作技
术和信息处理技术、从事计算
机应用及系统维护的实用型人
才

会计
电算
化

50

成本会计、基础会计、财经
法规、企业财务会计、统计
学基础、财务管理、会计技
能、会计电算化、等

培养具有会计基础理论
知识和计算机专业知识，具备
电算化会计实务操作基本能力
和基本技能的中级专门人才

焊接
技术
应用

80
焊接工艺学、焊接检查、
焊接电工、机械基础、机
械制图。

培养具有会计基础理论知识和
掌握各种焊接方法，达到中级
焊接技术水平

汽车
运用
与维
修

80

汽车机械制图、电工电子
基础、机械基础、发动机
构造与维修、底盘构造与
维修、电控发动机与维
修、自动变速器维修等

掌握汽车维修必备的文
化基础知识，专业操作技能，养
成规范严谨的操作习惯，达到
汽车维修中级操作水平

服装
设计
与制
作

80
服装设计、服装制图、服
装材料、服装缝制工艺、
服装设备等课程。

掌握服装制作、裁剪、服
装设计等基本操作技能。

专业

名称

招生

人数 主要开设课程
招生

对象
学制 学费

机电
技术
应用

100

语文、数学、英语；机械基础、机
械制图、金属工艺、电工基础知
识和电子技术

初中毕业
生、高三
在校生及
初、高中
应、往届
毕业生

初中
毕业
生三
年、
高中
毕业
生一
年

三年学费全
免、另外，对困
难家庭学生每
年资助2000元
（资助两年或

一年）

计算
机应
用

100
语文、数学、英语；计算机组装
与维修、常用工具软件、网页制
作、图形图像处理

会计
电算
化

80
语文、数学、英语；统计原理、企
业财务管理、经济法律法规、基
础会计、企业财务会计

现代
农艺
技术

60 语文、数学；植物生产环境、农
作物生产技术、植物保护技术、
农产品储藏加工

会计
电算
化

80
语文、数学、英语；统计原理、企
业财务管理、经济法律法规、基
础会计、企业财务会计

应、往届
初中毕业

生

“2+
3”一
贯连
读
(联
合办
学）

前三年学费全
免，另外，并对
家庭困难的学
生每年资助
2000元（资助
三年）。第四年
起执行国家大
专收费政策。

护理
专业 100

正常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
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
学、医学免疫学与微生物学、药
理学、预防医学、护理学基础等

学前
教育

120
语文、数学、幼儿教育学、幼儿
心理学、幼儿音乐、美术、舞蹈、
钢琴、幼儿教师口语、幼儿卫生

数控
技术
应用

150

语文、数学、英语、机械基础、金
属材料与热处理、机械制图、数
控加工编程与操作、极限配合
与技术测量

“3+
2”一
贯连
读

前三年学费全
免，另外，并对
家庭困难的学
生每年资助
2000元（资助
三年）。第四年
起执行国家大
专收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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