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高唐唐县县职职业业教教育育中中心心学学校校

春季高考独领风骚：连续十七年春季
高考本科升学率位居全省前列。仅2012年—
2014年，学校有757名优秀毕业生被青岛大
学、青岛科技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山东科技
大学、齐鲁工业大学等知名本科高校录取。

学生就业前景广阔：学校与省内外40多
家外资、合资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签订了长
期就业协议，学校对合格毕业生100%推荐工
作，对品学兼优者优先推荐到名企就业。学
生初次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就业满
意率在95%以上。

学校师资队伍精良：学校拥有全国优
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齐鲁名师、省市优秀
教师、市“十佳教师”、高唐名师等一大批精
英团队，具有丰富的教学及管理经验。2014
年，闫斌校长被评为聊城市“十佳校长”。

封闭式、无缝隙管理：学校实施“6S”(整顿、
整理、清扫、清洁、素养、安全)德育管理模式，
着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注重

学生综合素养的训练养成，为学生终生发展
奠定基础。

学校设备设施先进：学校建有校内实
训基地3个，各类实训室20多个，设备总价值
3000余万元，设备设施先进，功能齐全，能满
足各专业教学、实习需要。

生活设施完善齐备：学生宿舍8人一间，
太阳能、卫生间、衣柜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学生食堂的饭菜品种齐全，价廉物美。

助学政策助你成才：除免学费入学、涉
农专业和部分家庭贫困学生享受国家助学
金外，学业优异学生可以享受企业助学金。

一、招生对象：
身体健康、品德优秀的应、往届初中毕

业生。
二、报名及考试
与普通高中招生同步进行，学生需参

加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并达到我校录
取分数线。

专业

系部

专业

名称
培养方向 专业特色

招生

计划

学

制

机电
工程
部

机电
技术
应用

从事机电设备、自动化设
备和生产线的运行与维
护工作或升入高等院校
就读

学校传统品牌专业、山东省教学改
革试点专业，中央财政支持的国家
示范校建设项目重点建设专业。毕
业时可获得毕业证和相应的职业
资格证书。春季高考本科录取率始
终保持在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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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学
生
在
校
学
习
两
年
半

企
业
顶
岗
实
习
半
年
︶

机械
制造
技术

从事企业机械设备制造、
维修、运行管理、销售等
工作或升入高等院校就
读

学校开办历史最长、实力最强的专
业之一。毕业时可获得毕业证和相
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春季高考本科
录取率始终保持在75%以上。

150

数控
技术
应用

从事数控机床的操作、数
控机床的销售、安装、调
试与维护保养及设备改
造等工作或升入高等院
校就读

数控实训基地是中央财政扶持的
国家级实训基地，山东省教学改革
试点专业。毕业时可获得毕业证和
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春季高考本
科录取率始终保持在75%以上。

150

汽车
与信
息工
程部

计算
机应
用

从事计算机组装、维护、
销售及办公自动化工作
或升入高等院校就读

师资充足，400多台高性能计算机学
生用于实习。毕业时可获得毕业证
和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春季高考
本科录取率始终保持在80%以上。

200

汽车
运用
与维
修

在汽车制造厂或4S店从
事汽车生产、汽车销售、
维修、装饰、保险理赔等
工作或升入高等院校就
读

学校实训条件最好的专业，拥有驾
校、汽修厂等校内实习基地，往届
学生在省市技能大赛取得多个奖
项。往年本科录取分数线较低的专
业之一。

200

电子
技术
应用

从事电子产品的装配、调
试、维修及销售等工作或
升入高等院校就读

就业面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外
资、合资企业，工资待遇高、工作环
境好。往年本科录取分数线较低的
专业之一。

100

医学
部

康复
技术

培养具有康复治疗及康
复保健能力的技能型人
才，本专业就业、升学双
重选择，为学生提供不同
层次职业教育机会。

该专业是近年新兴的医学学科，人
才需求旺盛、就业前景广阔，就业
面广，发展空间大，特别是专科以
上高水平的康复治疗技术人才供
不应求。就业去向为各级医疗机构

（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从事临床
康复治疗及相关工作及社区从事
临床康复医疗及相关工作。高考本
科录取率始终保持在75%以上。

200

护理
技术

（联合
办学）

本专业以升学为主，学生
通过对基础医学、护理学
的基础理论、护理操作和
人文素养的学习，系统掌
握本专业所必需的文化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护
理操作技能。

毕业生社会需求量大，就业前景广
阔。对口本科院校有青岛大学、滨
州医学院、泰安医学院、济宁医学
院等。高考本科录取率始终保持在
75%以上；本专科毕业后，主要面向
省、市等三甲医院或相关医疗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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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制

现代
服务
与管
理部

现代
农艺
技术

从事农作物生产、
农产品营销、农产
品贮藏加工、特色
农业经营等工作或
升入高等院校就读

该专业本科录取率90%以上；不仅能
够享受免学费政策，还可以享受每年
每生2000元的国家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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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
从事企事业单位会
计工作或升入高等
院校就读

该专业本科录取率始终在全省保持
前列，对口本科院校有青岛科技大
学、山东科技大学、山东理工大学、齐
鲁工业大学等。毕业时可获得毕业证
和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就业工作环
境较好。

100

酒店
服务
与管
理

从事旅游服务、酒
店管理等工作或升
入高等院校就读

学生就业面向星级酒店，工作环境
好，待遇高。近几年来春季高考本科
录取率在85%以上。

160

市场
营销

从事产品营销、策
划、市场推广及电
子商务等工作或升
入高等院校就读

市场需求大，能力突出者工资待遇
高。2013年和 2014年该专业春季高考
本科录取率100%。

100

高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是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山东省职业教育先
进单位、山东省教学示范学校、山东省教科研示范学校，是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财政部批准的"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单位。

学校坐落于风光秀美的齐鲁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书画艺术之乡——— 山东省
高唐县城。学校新校区占地面积520亩，2013年10月建成并投入使用，目前是高唐
县乃至全市办学条件最好的职业学校之一。

T032015年4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李怀磊 美编：边珂 组版：郑文

冠冠县县职职业业教教育育中中心心学学校校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2015年招生计划

类别 专业 学制 人数 备注

高考升学班 春季高考 三年 800

大中专直通班

学前教育 五年 400

联合办学高级护理 五年 300

高铁乘务（旅游管理方向）三至五年 400

技能就业班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三年 300

机电一体化 三年 300

数控技术应用 三年 300 优秀学生可实现带薪学习

汽车应用与维修 三年 300

冠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是一所融学历教育、技能培训、职业资格鉴定、就业安置、社会服务为一体的
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是山东省规范化建设立项学校。

学校坐落于武训故里、生态梨乡的省
际边城——— 冠县，位于三干渠生态绿化带
东岸、毗邻武训公园，地理位置优越，环境

优美，交通便利，规划超前，布局合理，学校
占地256亩，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规划投
资1.5亿元，各类社会培训3000余人/年。

学校以“奠定就业基础，为每个学生
将来设计；发展适应能力，对一切学生终
生负责”为教育理念，以“树人以德、成才
以能、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为

办学宗旨，实行封闭式全方位、全过程、全
天候管理，紧抓“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两
大主题不动摇，恪守“以人为本”，增强服
务意识。

学校现有教职工195人，其中专业教师
139人，“双师型”教师58人，市首席技师1人，
市级教学能手25人。学校高度重视师资队
伍建设，近三年来，共有30人次参加国家级

培训，50余人次参加省市级培训，两位青年
教师荣获市“富民兴聊”劳动奖章，造就了
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
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学校根据市场实际需要，以市场为导
向，坚持“突出特色，彰显品牌”办学思路，
开设计算机应用、机电一体化、数控技术、
汽车应用、焊接技术等。学校面向社会办

教育，根据市场需求设专业，与潍坊工程
职业学院合作，设立幼师大专班；与聊城
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开设护理班；走开了
一条社会化办学、热门专业兴学的新路。

先后投资1000余万元，建成国家数控
研发中心——— 冠县培训基地、汽车驾驶培
训基地、汽车维修车间、焊接车间、计算机
信息中心、PLC编程实训室、电工电子实训

室、呼叫中心实训室、护理实训室、冠县幼
师实践基地、舞蹈室、电钢室、美术室、书
法室等，实训实践设备先进齐全，实践课
题开出率处于全省领先水平。

经过六年多的努力，形成办学有特
色、管理有规范、发展有路子的良好局面。
学校连续4年被评为市招生工作先进单
位、市职业教育教学管理先进单位；2010
年5月至2014年5月连续五年获得聊城市
职业技能大赛“团体一等奖”；2012年11月
被评为山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学校风采”
最佳学校。2013年3月，成立“国家数控技
术研究中心——— 冠县培训基地”。2014年5
月成为山东省规范化建设立项学校，争取
到省财政资金800万元。2014年9月学校被
评为“山东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学校坚持“以优越的环境和条件吸引
人，以严格的管理和质量留住人，以高标
准的升学和就业送走人”。手把手教会每
个孩子实用技术，心贴心搭建所有学生就
业平台，围绕我县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优化专业设置，加大投入力度，打造高
水平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提升就业质量，为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将学校建
设成为“人文气息浓郁，校园环境优雅，教
育质量一流，办学特色鲜明”的知名品牌
学校。

学校坚持以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为
根本出发点，我们坚持五大安置原则：不
亲自考察的企业不安置，年薪低于三万元
的企业不安置，不交五险金的企业不安
置，不是知名企业不安置，专业不对口的
企业不安置。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进一
步深化工学交替的新模式，安排学生到
大中型企业进行工学交替，学生边学习
边工作，与企业进行“零距离”接触。目前
学校已与中集集团、北汽福田、奇瑞汽

车、北方奔驰、天津一汽丰田、三联企划、
腾龙金属、上海超科林等二十多家知名
企业、建立了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建立
健全了毕业生就业网络。现在有800多名
学生到知名企业进行工学交替，月工资
都在3000元以上，高的达到7000多元，目
前我校4000多名学生到上述企业就业，汽
修专业的徐云天同学被安置到奇瑞汽车
集团工作，年薪达15万元，实现了高工资、
高技能、可持续发展的就业目标。

以技能大赛、“文明风采”竞赛为载
体，提高师生创新意识，取得丰硕成果。姜
涛、李莹莹老师在2012市职工技能大赛中
荣获“富民兴聊”劳动奖章；在“技行天下·
聊城市2014年度职业技能大赛”中，参加9
个工种比赛，获一等奖1个；连续四年承办
市计算机技能大赛，连续五年在省技能大

赛中获多个奖项；在2014年“挑战杯——— 彩
虹人生”全省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
中，赵增辉同学获省中职组一等奖，并被
推荐参加全国比赛，获三等奖。在第七至
十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
中，所选送的13件作品荣获国家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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