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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高职)场高招会7月25日济南举行
本报济南7月5日讯(记者 向媛媛) 受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委托,由齐鲁晚报与
山东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2015年
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专科（高职）场(微信
公众账号:sdgkztc)将于7月25日在济南舜耕
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据悉,咨询会当天省招
考院有关处室负责人及专家团队将亲临现
场接受咨询。本场咨询会家长买票入场，学
生持准考证可免费入场。

目前专科咨询会已进入紧张筹备期,
展位预定正在火热进行中,请参展单位抓
紧时间与高招组委会联系,以争取更好的
咨询会展位。

省招考院专家团队现场解

读志愿填报

志愿填报关系着考生能否顺利进入
理想的大学。本次高考招生咨询会将成
为专科(高职)批次考生与高校之间最直
接最及时的交流平台。届时,在济南的主
会场,省教育厅、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派
出专家咨询团队就今年的报考政策、志
愿填报等问题为考生及家长解答。

由于大会现场人数众多,参展咨询的
考生能分配到的咨询提问机会是有限的,
因此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在参加咨询会
之前,可以通过网络查询、请教相关专家、
致电招办等方式尽量搜集相关信息,提前
锁定有意向的高校,并整理出想了解的关
键问题 ,以便入场后有的放矢地提问咨
询,以提高参会效率。

省内专科 (高职 )招生大户

扎堆参展

继6月山东高招会(本专科综合场)成
功举办后 ,受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委
托,由本报和山东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联合
举办的2015年度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专
科(高职)场将继续在济南、济宁两地举
行。自专科(高职)场招展启动以来,参展
报名非常踊跃，很多专科高职院校更是
把本届咨询会作为招生宣传的主战场，
截至目前已有200多家院校预定了专科
场咨询会的展位。

据悉,省内高职名校如山东商业职业
技术学院、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经贸职业学院、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山东城市建设职业
学院、山东旅游职业学院等也将悉数到
场，这些院校均系省内高职招生大户,很
多特色专业省内外有名,其学生非常受就
业市场青睐,有些院校的毕业生签约单位
甚至高过本科生。另外,独立学院、成教学
院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国外名校及留
学培训单位等都将在此次专科场咨询会
展开招生宣传,为不同分数段考生提供多
方位升学选择。

本次高招会受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委托,由本报和山东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联合举办,在济南、济宁两地举行,具体时
间地点安排如下:

专科(高职)场：

济南：7月25日
地点：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市中区

舜耕路28号)

济宁：7月26日
地点：济宁体育中心(济宁市太白湖新

区荷花路)

本报增设临沂、聊城、滨州三地分会场

临沂场：
时间：7月26日 地点：临沂大剧院(临

沂市南坊新区兰陵路与府左路交汇处)

聊城场：
时间：7月26日 地点：聊城开发区振

华购物中心前广场(东昌东路和黄山路交
叉口东南角)

滨州场：
时间：7月27日 地点：滨州市盛通人

力资源服务中心(滨州市滨城区渤海七路
604号)

山东省高考招生咨询会组委会展位
及咨询会特刊预定联系电话:

0531-85196195、85196197、85196575

传 真 : 0 5 3 1 -
85196151

扫描下方二维
码 ,了解更多山东高
考信息。

山东高考直
通车二维码

我省首届“空中逛名校”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无人机拍摄团队将把校园美景呈现给读者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中 姚明辰

“现在学生和家长都想在方方面面
了解学校，尤其是学校的校园环境、教学
质量是学生家长最关心的两个焦点问
题，但目前多数学校在校园环境的推介
上，手段相对单一和雷同。”目前正值中
考、高考的旺季，如何让高考生、中考生
全方位、不同角度地看到各自校园的实
际情况，成为越来越多高中、大学学校急
需解决的问题。为了让全省高中、大学学
校尽可能全面地将校园美景展示给全省
读者，本报投资引进全套先进的无人机
拍摄设备并成立无人机拍摄专门团队，
并率先在全省启动山东省首届“空中逛
名校”活动，来帮助学校实现和学生及家
长的沟通交流。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各种通讯
工具的迅猛发展，学生和学校交流沟通
的手段和方式越来越多，学生会通过各
种方式来了解学校各方面的信息，作为
招生院校，能够把每个学校最全面的信
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读者，是一种责任
和义务。这也就要求学校一方面要练好
内功，从根本上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重
视学生的就业质量，力争把每一个学生
都培养成合格的社会建设者；另一方面，
也要建立健全各种信息分享机制和设
备，让每一名学生和家长都能看到学校
的实际状况，让学生和家长放心。从以往

的经验看，摄影图片最能反映一个学校
的真实情况，但以往的图片过于单一和
雷同，几乎都是同一角度、同一风格，没
有全貌，没有格局。从一定程度上讲，立
体、全方位、高清晰的影像材料成为学校
迫切提供给考生及家长的信息。

为了给全省学生提供尽可能完备的高
考中考信息，本报联合有关部门专门投资
引进一套高智能无人机拍摄及图像处理设
备，并成立了无人机拍摄专门团队负责影
像的拍摄及后期处理。齐鲁晚报无人机拍
摄团队将走进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
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英才学院、济南

市实验中学、济南市
东方双语实验学校
等不同办学层次的
学校，对各个学校进
行全方位拍摄。然后
将拍摄的影像材料
经过编辑处理后，通
过齐鲁晚报、齐鲁晚
报官方微信、齐鲁晚
报“山东高考直通
车”微信、齐鲁晚报
官网、齐鲁壹点APP

等渠道，对学校的校
园美景进行推广和
介绍。

目前已有十多
所高校和高中报名
参加了本报推出的

我省首届“空中逛名校”活动，为了进一
步搭建更多学校与考生及家长的交流平
台，即日起本报将面向全省征集100所高
校和高中学校参与首届“空中逛名校”活
动，本报无人机拍摄团队将根据报名的
先后顺序，及时进入学校拍摄，并在最短
时间内，对校园美景进行全方位推广介
绍，让广大考生和家长不用实地看学校，
就能领略到我省学校花园般的校园美景
和浓浓文化氛围。

山东省首届“空中逛名校”活动，学
校参与报名电话为：0 5 3 1 - 8 5 1 9 6 1 9 7 ,
85196575,85196195。

本报记者 王婷婷

从就业入手，校企订单班受青睐

今年各高校相继推出各项就业服务
政策，制定有针对性的方案，拓宽思路，
开展校企合作“订单班”，从就业入手，
确保考生入校就能明确就业方向，实现
毕业即就业。这些举措成为目前考生尤
其是家长在报考志愿时最为关切的因
素。

据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
处尚绪强处长介绍：“为了保证毕业生能
够优质就业，学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
先，学生自入校开始按照课程教学要求，
进行职业素养、人文素养课授课，并对每
位同学进行职业能力测试，制定人生规
划和职业发展规划，提高学生的就业竞
争力；其次建立企业招聘准入制度，确保
毕业生就业质量，对于首次在学院公开
招聘的企业，我们要做实地考察；开展校
企联合招生，共同培养，入校即为企业员
工，他们按照自己报考专业在不同系部
学习，寒暑假期间到企业实习锻炼，毕业
后直接进入企业工作。”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根据合作

企业的用人要求实施不同形式的订单
培养，根据企业需求，按专业搭配组成
订单班，一般是在专科二年级下学期或
三年级上学期，由学院安排进行宣讲考
核，形成学院教学和企业实习相结合的
培养模式，直到学生毕业进入企业工
作。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在去年新
增加移动商务、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
计算等四个专业或专业方向的基础上，
今年又新增计算机应用技术、工程造
价、财务管理、电子信息技术与产品营
销等四个专业。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招生就业处处长于钦良介绍：“这些专
业都是当前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
就业前景看好的专业，学校还根据人才
培养目标，积极建设了校外实训基地
136个，与联想集团、中兴通讯、浪潮集
团等企业共同组建订单班和特色班，校
企共同开发教材，企业技术人员担任部
分课程教学，校企共同管理学生，实行
双辅导员制。”近年来，山东电子职业技
术学院与山东宏景集团合作，建立了集
手机检测、维修、销售等多种功能的“校
中厂”，给学生创建了真实生产性的实
训环境；组织二年级学生进行“工学交
替”试点。

鼓励优秀考生踊跃报考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设立家长开
放日，专门的咨询人员接待家长来访和
电话咨询；通过多位优秀毕业生返校给
在校生作报告等多种绿色通道向大家展
示高校风采。山东职业学院今年也拟设定
校园开放日，具体日期将在该校网站公布。
招生咨询期间，该校在南益馆201室设立专
门接待室，接待来访考生和家长来校参观、
咨询。该院近几年每年都有近2000毕业生
进入轨道交通行业，在社会上享有良好口
碑，因此每年都有很多家长咨询该校特
色专业及“订单班”情况。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介绍，该校招
生办公室全天候安排老师和志愿服务的学
生向导为家长提供介绍、参观服务。针对该
校有关主要教学设施都安排专人开锁门接
待参观并做介绍；同时开通了24小时电脑
应答伺服器，即机器人自动应答考生和家
长咨询，结合微信服务平台及招生办现场
咨询、电话人工服务等形成了立体服务网
络。官网和招生信息网除了招生政策等咨
询外，还有介绍该院的视频短片和大量图
片，无论在线还是现场，都可以帮助考生及
家长对该院做基本的了解。

多所高职开辟招生“绿色通道”服务考生

国际预科课程项目GAC(GLOBLE
ASSESSMENT CERTIFICATE)，是美国
高考委员会(ACT)的教育产品。作为全球
广泛认可的预科课程，GAC专注于培养学
生进入海外大学读书并成功完成本科学
业所必备的学术知识、能力与自信。同时，
GAC课程也是唯一将ACT备考纳入到课
程体系之中的大学预备课程。这意味着，
参加山东大学GAC项目学习的学生不必
远赴美国、香港，在山东就可参加ACT考
试。据了解,山东大学自2006年举办GAC国
际预科课程项目，至今，已有数百名学生
结束课程后考入美国顶尖名校。

2014年，为规范涉外培训市场、引进
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山东大学在涉外培
训办学领域做出重大改革，在国内率先
设立涉外培训项目监管平台，将省内办
学水平高、条件好、信誉高的涉外培训项
目统一纳入平台管理。“山东大学GAC

项目”便是首批纳入山大管理的项目之
一，山东大学GAC项目将继续秉承诚
信、用心、开放的办学理念，充分发挥师
资力量、课程管理方面的优势，树立涉外
办学的典范。这也标志着山东大学GAC

项目今后将依托山东大学这所国内顶级
院校的百年办学底蕴、丰富的国际学术
交流经验和严格的管理体制，为学生提
供专业、权威的教学环境和可靠、便捷的
留学通道。

山东大学GAC项目夏季班将于2015

年7月27日正式开课，计划招收50名学
生，报名测试工作现已全面展开，有意者
请速与GAC项目工作人员联系。

报名热线：0531—88565756

网址：www.swpx.sdu.edu.cn

学校地址：洪家楼5号山大老校励学
楼

泰国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4年本硕连读热招中

泰国博仁大学是中国教育部涉外监
管网上重点推荐的留学院校。

高中起点四年本硕连读，华文授课，
无语言要求。本科专业：工商管理和国际
贸易，金融与财务，旅游与酒店管理，艺
术设计。

本科起点：1年课程硕士，专业：
MBA，教育管理，金融管理。

项目优势：申请入学，超低留学成
本，毕业率高达97%，回国可获得教育部
学历学位认证。

详 情 咨 询 ：1 8 2 6 4 1 2 3 0 0 1 ，
13853196942，0531-82618967

在“家门口”

就可参加美国高考

无人机拍摄的山东英才学院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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