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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临清清工工业业学学校校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

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计算机应
用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具备计
算机及相关设备的维护与维修、
行业应用软件、平面图像处理、
广告设计制作等应用能力和操
作能力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

主要课程：计算机操作与

使用、计算机组装与维修、计算
机原理、数据库应用基础 -
ACCESS、网页制作、多媒体技
术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局域
网组成实践、三维动画制作等。

就业方向：科研机构、大型
企业、电信行业、网络公司以及
产品科技含量高的IT产业、计

算机技术应用行业从事计算机
硬件应用及研究、设计、开发等
工作，也可从事计算机应用程
序设计、软件开发等工作，还可
从事计算机软件、硬件的运行、
维护、管理等工作。

职业资格证：计算机操作
员。

计算机应用

专业代码090100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专业代码053200

培养目标：培养从事电子
电器设备的装配、调试和维修、
经营与管理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计算机操作与
使用、电工电子技术及应用、
电冰箱、空调器原理与维修、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技术、电子

电器应用与维修概论、电子电
器产品市场与经营、电热电动
器具原理与维修、机械常识与
钳工技能、新型彩色显示器原
理与检修、音响设备原理与维
修等。

就业方向：主要面向电子

电器设备的生产企业、销售和
维修服务部门，从事日用电
器、音频视频家用电器和办公
自动化设备的装配、调试、销
售和检修等工作。

职业资格证：电器产品维
修工、电子产品维修工。

培养目标：机电专业是技
术含量高，就业门路广的专
业，本专业为制造企业培养电
气安装与维修、机械制造与维
修方面的技术人员，从事维修
电工、车工、铣工及其相关管
理的工作。

主要课程：计算机操作与
使用、机械基础、机械制图、
AutoCAD、机床电气控制与
PLC、电工电子技术、实用电器
维修、机械加工技术、电机维
修、车工技能、钳工技能、数控
加工技术、金属工艺学等。

就业方向：主要面向机电
设备操作，企业、售后服务企
业、物业管理公司、从事机电
产品的制造、安装、调试、维
护、运行或销售工作。

职业资格证：电焊工、装
配钳工、维修电工等。

机电技术应用

专业代码051300

学校简介

临清工业学校是山东省人民
政府认定的国办省级重点中等职
业学校,省级职业教育先进集体，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基地，聊
城广播电视大学临清分校，洛阳
轴承高级技工学校临清分校。学
校始建于1988年，占地80余亩，建
筑面积3万平方米。现有教职工
136人，其中高级讲师31人,讲师47
人，临清名师2人，高级技师1人，
技师9人，高级技工60人。学校教
学设施先进，实验、实训设备齐
全，教室、宿舍全部安装空调，环
境优美，是学习生活的理想场所。
学校以“培养升学型技能型人才
为主，就业型技能人才保底”的教
育培养模式，严谨治学、规范管
理，突出实践教学，注重技能训
练。曾获得“省级职业教育先进集
体、省级卫生先进单位、市级职业
教育优胜集体、市级红旗团委、市
级教学先进单位和花园式学校”
等荣誉称号。

计算机应用 400

电子电器应用
与维修 150

机电技术应用 150

数控技术应用 200

汽车运用与维修 100

类别

招生专业

招生计划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数
控加工和数控设备操作人员与
管理人员，主要从事数控设备
及自动生产线的操作、调试、维
护和保养工作岗位,掌握机械和
电气技术的基本知识，具备钳
工和电工基本技能、数控设备
的操作技能，具备调试、维护、

保养、数控设备和对设备实施
数控改造的初步能力、继续学
习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主要课程：计算机操作与
使用、电工电子技术及应用、
机械基础、机械制图、设备控
制基础、数控系统、数控设备
与编程、数控加工技术、测量

技术基本常识与技能训练等。
就业方向：一般从事数控

技术的工作，其主要业务范围
是：从事数控机床的加工工艺
规程的制定及数控加工生产、
建设工作；数控编程及设计等。

职业资格证：数控车工、
数控铣工。

数控技术应用

专业代码051400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扎实
理论基础、熟练动手能力的汽
车维修、管理、营销的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计算机操作与
使用、电工电子技术及应用、汽
车机械基础、汽车机械识图、汽

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汽车电
气设备与维修、汽车底盘构造
与维修、汽车钣金涂装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
可在各类汽车维修企业从事汽
车发动机维修、底盘维修、汽车

电气维修和汽车外形整修等各
类汽车维修工作；也可以从事
汽车零配件管理、汽车维修业
务接待、汽车及配件销售等工
作。

职业资格证：汽车修理工。

汽车运用与维修

专业代码082500

招生计划

（1000人）

招生对象：于2000年9月1日以前出生的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学制：三年

聊聊城城市市医医药药技技工工学学校校

聊城市医药技工学校始
建于1988年，前身隶属聊城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内部培
训学校，目前是聊城市唯一一
所医药中等专业学校。2004年
5月整建制划归聊城经济开发
区管理。上划为副县级自收自
支事业单位，学校教学，生活
设施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教
学成绩突出，建校二十余年
来，已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10000余人，遍及聊城全市及
周边地区。2001年至2004年连
续四年被聊城市药品监督管
理局评为“全市医药行业先进
单位”，2005-2006年连续两年
被聊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评
为“劳动和社会保障先进单
位”，2007年3月被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授予“中国西部教育顾
问单位”。

目前校园占地面积40亩，
校舍建筑面积2 0 0 0 0多平方
米，现有教学楼一栋 (面积
6150平方米)，培训楼一栋(面
积为1100平方米)，学生宿舍
一栋(面积为10158平方米)，学
生餐厅一栋 (面积 3 7 4 8平方
米)，并配有多媒体教室、微机
室、中药材标本室、图书馆及
高标准塑胶操场。其他各类教
学、实训和生活设施齐全，完
全满足2000多名学生在校的
学习生活需要。历经二十余年
的稳步发展，学校立足医药健
康产业，已形成以医药卫生、
康复医疗、生物工程、中药材
种植等行业为依托，以医药专
业为特色的办学模式。

发展概况及现状 学校发展规划

为进一步提高办学水平、办学
质量，满足企业用工需求以及顺应
新形势下的整体发展，只有创建省
级规范化学校才能顺应潮流的发
展 。

根据《山东省规范化中等职业
学校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的要求，
2013年至2015年，每年从尚未列入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

学校建设计划的县(市、区)中遴选
一批,支持其建设1所省级规范化中
等职业学校，实现省政府提出的

“每个县(市)至少建成1所规范化中
等职业学校”的任务要求，带动全
省建成一批省级规范化中等职业
学校，使其成为中等职业教育骨干
力量，形成全省支持区域产业发展
的技能人才培养网络。

(一)创建省规范化学校

(二)加强师资力量建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1、积极参加国家、省级骨干教
师培训。

2、通过校企合作建设 “双师
型”专业教师队伍。

3、加大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力
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
师队伍，不但要充分发掘学校内部
的人才潜力，而且要充分利用社会

的人才资源。
4、重视学科带头人培养。学科

带头人是“双师型”教师队伍中的
骨干和核心。学校要在注重教师整
体素质提高的同时，采取有力措
施，创造良好的环境，加大学科带
头人和“双师型”名师的培养力度。

(三)规范专业设置，增强专业核心竞争力

根据医药行业的实际需求设定
培养科目，重视培养学生的基本技
能、专业技术能力、综合应用能力，
做到基础理论与基础技能学科紧密

结合，将各学科内容相互渗透，保证
中等专业毕业生具有扎实的业务知
识。以满足学生就业多元化，市场对
人才需求多样化的实际。

(四)做好中职和高职教育的有效衔接

高职与中职的衔接，是构建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主要内涵之
一，是技能型人才类型和层次结
构科学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
高职、拉动中职健康持续发展的
重要举措。

高职与中职的衔接，在内容
上包括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
计划、教学安排、学制等教育教学

环节的衔接和联系；在形式上大
体有“以学校为中心”的衔接和

“以课程为中心”的衔接；在路径
上不仅有校校对接的“直通车”，
还可以通过社会这个“中转站”，
分段走向继续学习的立交通道。
我校目前和聊城电大、泰安技师
学院经过两年的合作，已取得一
定的经验。

(五)加强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是中职院校谋求自
身发展、实现与市场接轨、大力提
高育人质量、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培
养一线实用型技术人才的重要举
措，可以让学生在校所学与企业实
践有机结合，让学校和企业的设
备、技术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以切实提高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我校坚持贯彻“以服务为宗
旨，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

发展道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培养千百万高素质技能型专
门人才”的教育方针，先后与山
东聊城利民药业有限公司等多
家大型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我校将进一步开拓校
企合作渠道，加强与各大企业的
合作与交流，找准专业和企业的
利益共同点，把校企合作做真，
做实，做大，做强，实现互惠互
利，合作共赢的目标。

学校专业设置

药学专业：主要培养具有药
品生产、检验、仓储、营销及药品
处方调剂等基础理论与职业技
能的技术性人才。毕业后可在药
品批发、零售企业以及医疗机构

从事药品采购、销售、储存养护、
处方调剂等工作；药品生产企业
从事药品的生产及管理，药品半
成品及成品的质量分析、检验等
工作。计划招生120人。

中药制剂专业：主要培养传
承中医药文化和技能，与我国中
药行业现代化建设及中医药卫
生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掌握中
药制剂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和
专门知识的技能型人才。毕业后

可在中药制药等生产企业，从事
中药制剂生产、中药饮片加工、
中药成分提取分离等工作；中药
经营企业和医疗卫生机构从事
中药调剂、中药炮制和中药质量
检验等工作。计划招生100人。

中药材种植专业：主要培养
具备中草药基本理论，中草药植
物栽培、加工、成分分析与质量
评价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从事中
草药植物引种栽培、育种，销售

与管理，技术开发推广等方面工
作的技术应用性人才。毕业生可
到中药生产、制药、园艺、植保等
企事业单位从事科研、开发等工
作。计划招生100人。

为适应社会不断增长的对
康复医疗专业人才的需求，学校
今年计划增设康复医疗专业。

主要培养具有一定文化、
医学基础知识和临床医学知
识，扎实的康复医学理论，熟练
的现代和传统康复治疗操作技

术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能
从事康复治疗技术和管理工作
的实用型康复治疗技术人才。
毕业后可在综合性医院等从事
临床康复医疗工作；在大、中专
院校或特殊学校从事教学、管
理工作。计划招生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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