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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城城市市竞竞技技体体育育运运动动学学校校

聊城市竞技体育运动学校
是 2 0 1 0 年聊城市教育局批准
成立的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
是一所以大力培养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优秀体育后备人才为办
学目标的体育特色学校。是为
国家队、省队培养、输送优秀体
育 后 备 人 才 的 体 育 类 专 业 学
校。

学校位于聊城市西郊，占
地100余亩，建筑面积36000㎡，
总投资1 .6个亿。现拥有设施一
流的教学楼、武术厅、散打厅、
拳击厅、举重厅、柔道厅、摔跤
厅、跆拳道厅、足球场、篮球场
等，配套设备齐全。具备学术水
平高，教学、训练经验丰富，爱
岗、敬业精神强的师资力量。学
校实行军事化全封闭式寄宿管
理。

学校创建以来，本着“突出
特色，以人为本，科学训练”的
指导方针，在教学、训练、管理
上已初见成效，学生学习成绩
和竞技水平明显提高。几年来
先后有 400余名学生分别被山
东师范大学、山东体育学院、北
京体育大学、吉林体育学院、武
汉体育学院、海南师范大学、广
西师范大学和哈尔滨体育学院
等院校录取。并为国家、省队等
输送300余名优秀运动员，2014
年80%以上的学生考入国家一
本、二本类军、警、体育学院、
师 范 大 学 的 本 科 运 动 训 练 专
业。近年来，我校学生在国家
级、省级比赛中共获得了金牌
320枚、银牌400枚、铜牌300枚。

学校简介

摔跤厅。

散打厅。

柔道厅。

举重厅。

1、报名时间：2015年5月01
日——— 8月30日

2、报名地点：山东省聊城市
竞技体校办公室(办公楼1楼招生
办公室)。

报名时间及地点

1、凡考入我校的学生可享受
国家免学费2000元/年，国家助学
金1500元/年(占学生总人数的
10%)。

2、优秀运动班学员享受一定
的伙食补助。

学 校 网 址 ：h t t p : /
www.sdshaolin.com

学校地址：山东省聊城市聊
堂路29号(乘坐9路、25路、108路公
交车，少林武校或竞技体校门口
下车即到)

邮编：252000
联系电话：0635-8497888/

999
校长电话：15106818888

备注

1、报名学生，可直接到校面
试报名、缴费。

2、通过参加中考后，在聊城
市教育局高中段统一招生平台中
填写志愿报名。

3、交验考生户口原件及复印
件和所在学校推荐信和学历证
明。

4、近期一寸红色背景免冠照
片8张。

5、考生参加考试的报名、体检、
交通、住宿等费由考生自理。

报名方式

1、报考优势：学习体育专
业，通过参加省内组织的各项比
赛，获取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
高考中参加体育单独招生考试，
文化课成绩只需200分左右，就
能够考取国家二本类体育院校。

2、每年报名参加高考，有3
次机会参加考试，分别是春季高
考、夏季高考、全日制职业院校
自主招生。凡是获得国家二级运
动员证书的考生，可以参加体育
类院校单独招生考试。

3、在我校毕业的优秀毕业生
可直接进入优秀运动队、升大专、
考入体育院校、参军或推荐就业。

报考优势、就业方向

招生对象、条件

1、招生对象：预科班：小学毕
业生，年龄在12—13周岁的在校
学生。中专班：聊城市区内外初中
一年级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
14—15周岁的在校学生。

2、从省内各市(地)、县、业余
体校和普通中学初中毕业中招
收，专项运动成绩突出者不受年
龄限制。考生必须拥护中国共产
党，思想进步、遵纪守法、身体健
康、发育良好，有一定的运动技术
水平。男子身高在1.60米以上，女
子不低于1.50米。特殊专项，特殊
考虑。

招生考试

学校实行全年招生考试。
1、全国、山东省内爱好体育、

有潜质的体育特长生均可来聊城
市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报考。

2、考生报名时必须持学籍证
明、户口本、身份证，以及八张相
同一寸近期免冠照片。

本校现有在校生500余人，面
向山东省内外，计划招生300人，
每个专项招收具体数额和男女比
例根据考生质量而定，生源条件
好的专项适当增加录取名额，择
优入取。

招生范围及名额

1、运动项目设有：武术、散
打、拳击、跆拳道、足球、篮球、举
重、柔道、摔跤、气功、搏击、军警
擒拿格斗、推拿等十几种专业。

2、学校开设的文化课有：高
中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
地理等

运动项目和课程设置

1、学制：三年制。修满教学计
划规定课程，达到毕业要求的学
生，学校颁发中专文凭。本人有意
深造可继续本科学业。对运动成
绩突出者，学校积极向专业运动
队或用人单位推荐。

2、学籍：凡是被录取的学生，
中专阶段的学籍为全国中等职业
学校学生管理系统中注册的学
籍。

学制及学籍

1、培养高水平的青少年运
动员，为各级各类体育院校提供
高质量的生源。

2、为高水平运动队、特种兵
部队、高保特卫等单位输送高精
尖人才。

培养目标

党的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同志的母校
聊城市技师学院(聊城高级工程职业学校)位于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一所现代化、综合类工科院校，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示范校、山东省技师培训基地、中央财政重点支持的实训基地。学院占地400多亩，拥有国内一流的教学、实训条件，实验、实训设备总值
6000多万元，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就业渠道畅通，毕业生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毕业生工资待遇3000元以上，学院实行开放式办学，封
闭式管理。为满足市内外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和广大学生求学、深造的愿望，学院2015年开设以下专业：

层次 学制
（招生对象） 专业 计划 层次 学制

（招生对象） 专业 计划

预备技师 三年
（招高中生）

数控加工 120

五年制大专 五年
（招初中生）

建筑工程技术 200

焊接加工 40 工程造价 80

机械设备维修 40 机电一体化技术 80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40 数控技术 40

计算机信息管理 80 电气自动化 40

汽车维修 80 会计电算化 40

高级技工

二年
（招高中生）

四年
（招初中生）

数控加工 160 护理 40

焊接加工 80

中专 三年
（招初中生）

机械加工技术 40

机械设备维修 80 电气技术应用 40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120 制冷与空调设备安装与维护 40

计算机信息管理 160 计算机应用 80

汽车维修 200 汽车运用与维修 40
会计 40 建筑工程施工 160

电子商务 80 工程造价 40

现代物流 40 建筑装饰 40

中级技工 三年
（招初中生）

楼宇自动控制设备安装与维护 40 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 40

汽车钣金与涂装 40 会计电算化 40
电子商务 40

成人脱产大专 二年
建筑工程技术 40

现代物流 40 建筑经济管理 40

有有意意上上学学的的应应往往届届初初高高中中毕毕业业生生持持身身份份证证或或户户口口本本复复印印件件、、一一寸寸照照片片22张张到到学学院院招招生生报报名名处处报报名名。。
学学院院地地址址：：聊聊城城高高新新技技术术产产业业开开发发区区光光岳岳南南路路119999号号((乘乘KK22路路、、KK114477路路、、1111路路、、443366路路公公交交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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