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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明亮 郭立伟

规格高、范围广、层次全

作为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委托举办的官方展会，山东
高考招生咨询会是全国各地在
鲁招生院校的参展首选，每年
都派出级别最高、人数最多、经
验最丰富的招生团队参加山东
高考招生咨询会。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全国
各地200余所高校报名参加“专
科高职场咨询会”，活动规模居
省内同类活动之首。参会院校
中，不仅有专科院校，还有山
东女子学院、山东管理学院、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青岛理工
大学、南昌理工学院、西安翻
译学院、河北美术学院、济南大
学泉城学院、聊城大学东昌学

院、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山
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等有专科
招生计划的本科院校。

参会高职院校中，不仅有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城市
建设职业学院、山东劳动职业
技术学院、山东畜牧兽医职业
学院、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山东
交通职业学院、山东经贸职业
学院、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东
营职业学院等省内品牌高职院
校，还有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上
海交通职业学院、江苏航空职
业技术学院、南京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湖北青年职业学院、安徽
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外省院
校，参展院校范围广，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在山东有招生计划
的高校，而且层次非常全面，适
合各个分数段的考生咨询。值

得一提的是，省内几乎所有高
职院校都全部参会，考生和家
长可与目标高校集中“会晤”。

据组委会负责人预计，
最终将有200余所来自全国各
地高校的参展，各高校招生
负责老师将亲临现场，面对
面给家长和考生提出报考志
愿指导性意见，帮助考生及其
家长能全面了解高校的招生政
策、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人
才培养等。

招办主任面对面，预
估分“上墙”

除了到每个展位上咨询之
外，主办方还设计了多种丰富
实用的活动助力广大考生大学
梦想的实现。“招办主任见面
会”就是广受家长考生喜爱的
互动方式。“招办主任见面会”
将在7月21日上午9:00开始，
各高校的招办主任将通过PPT
和视频的方式，向学生和家长
介绍自己学校的优势，解答各
类报考问题，在与学生和家长
的互动中积极推荐自己的学
校。高校招办主任做招生工作
多年，积累了大量经验，而且
非常清楚学生和家长最希望得
到哪些信息。所以他们会使出
不同的招数招待前来参加见面
会的学生和家长。而学生和家

长可以从他们的介绍中，了解
高校的人文风貌，还可以掌握
报考的实用信息。可以说，招办
主任见面会是了解高校的最佳
途径之一。因此强烈推荐考生
们去听一听，以增加对高校的
了解，为将来的升学选择做好
准备。

在展会现场，组委会将设
置大型LED屏与现场考生互
动，考生可以通过关注“山东高
考 直 通 车 ”( 微 信 公 众 号 ：
sdgkztc),进入后台回复上墙，
就可以发布自己的咨询需求，
然后本报记者将针对咨询量大
的问题与相关高校取得联系，
在大屏上给予回复。除此之
外，对于招生量大的热门高
校，本报记者也将提前为考生
们问到预估分数线等关键实用
信息，在现场滚动播出，提升
大家的咨询效率。

据组委会负责人介绍，“山
东高招会”是山东省教育考试
院服务考生、服务高校的品牌
活动，于2003年创办，至今已
连续成功举办15届，累计服务
了100多万考和3000余所高
校，已发展成为助力广大考生
和万千家庭实现大学梦想的公
益平台、阳光平台。在7月21
日济南高新国际会展中心主会
场开幕之后，还将于7月22日
在青岛、济宁、枣庄、淄博、聊

城、滨州、烟台、临沂等考生数
量较多的城市同步开展。

2018年，第16届山东高招
会（专科高职场）继续免费向全
省考生开放。为便于考生和家
长参会，特将有关事宜告知如
下：

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专科高职场7月21日启动

二二百百余余所所高高校校组组团团来来济济招招生生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女生创业，成东营十

大杰出青年

在东营职业学院，学校里
的学生多数已经结束期末考试
回家，在东营职业学院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高深圳忙碌着他的
新项目，高深圳是学校2013届毕
业生，他也是山东随羿视觉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近三年来，东营职业学院
毕业生及在校生所注册的企业
达到了175家。在东营职业学院
3000多平方米的大学生创业孵
化基地和12000平方米的的大
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里，高
深圳只是学校众多大学生创业
队伍中的一员。在创业孵化基
地一楼大厅，一台由森澜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自助洗车
机摆在一角，公司创始人李肖
肖是学校2012级机电一体化专
业的学生，在她的带领下公司
2016年的营业额就已经超过了
1000万元，100多位校友成了公
司的骨干力量，李肖肖也因此
成为东营市十大杰出青年。

“到今年，省人社厅已经举

办了四届山东大学生十大创业
之星的评选，每两年一次，在四
届评选中，东营职业学院连续
两届有学生入围十大创业之
星，其余两届也有学生被评为
山东优秀大学生创业者，学校
也成了唯一一家连续四届有学
生获奖的高校。”东营职业学院
党委委员、招生就业处处长张
汝山对学校的优秀创业者如数
家珍，2018年，高深圳被评为优
秀创业者。其实早在2012年，学
校2009届毕业生王海亮就获得
了同样的奖项。“2014年，来自菏
泽的董传盟获第二届‘山东大学
生十大创业之星’，两年之后李
肖肖再次获奖，他们两个也是十
大创业之星中仅有的两个专科
学生，都来自我们学校。”

毕业生创业率再创新高

在东营职业学院，大学生
创业工作的开展已经形成了完
善的体制机制。像高深圳一样
入驻学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和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的
大学生创意创业项目目前有
120多个。“学校从政策到场地
到导师都会给以支持，校内专

兼职创新创业教师就有54名，
校外导师团队也有46名。”张汝
山介绍，在创业孵化基地，一个
个大学生的创业项目从这里生
根发芽。

期末考试已经结束，东营
职业学院学前教育2014级的在
校生梁金铭已在筹谋着自己的
创业项目了。在刚刚过去的6月
底，东营职业学院上半年的大
学生创业大赛刚刚结束，17个
大学生创业创业项目脱颖而
出，梁金铭和她的几个小伙伴
设计的天台解忧同辈辅导项目
获得了第一名。“如今还处于创
意阶段，下一步就要准备进入
创业服务中心进行孵化了，最
近在跟许多成功的创业前辈和
指导老师取经。”梁金铭说。在
东营职业学院大学生创业孵化
中心，每年都会有不成功的项
目被淘汰，也总会有新的创意

项目进入孵化程序，“只要大学
生有可行的创意就要让他享受
到学校对于大学生创业的各种
辅导和支持。”张汝山说。

在东营职业学院，已经累
计培育学生创新创业团队500
余个，培养创新创业积极分子
5650人。在学校一楼办公楼的
走廊里，优秀毕业生照片墙上，
许多学生都是自主创业的典
型。近年来毕业生创业率也在
稳步提升，2015年，东营职业学
院 毕 业 生 参 与 创 业 率 为
5 . 3 0%；2016年这一比例是
5 . 6 5%；2017年已经增加到
7 . 11%。

大学生创业成学校常态

在东营职业学院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二楼的一间办公
室，几个工作人员正在维护着一

个叫做中国大学生创业孵化网
的网站，这个网站是由东营职业
学院创建的，主要用来面向大学
生宣传创新创业政策、宣传创业
典型，培育创新创业文化，加强
信息交流和咨询指导。

实际上，自2006年开设大
学生就业创业课程至今，在东
营职业学院，支持大学生创业
的平台已不止一个。除了3000
多平方米的创业孵化基地，
12000平方米的就业创业服务中
心，学校设立了创业学院，这里
还是团省委评定的省级青年创
业孵化基地。政、校、企合作的东
营市创新创业大学也设在这里。
2016年，东营职业学院成为山东
省“金种子”计划文化产业试点
孵化器，是全省仅有的四所高校
之一。这里还是高职创新创业教
育示范院校50强、山东省省级众
创空间……

“借助学校创新创业实践
平台，设计开发创新创业公共
实训教学模块6个、创新创业个
性化游戏教学模块50余个，建
设了完善的创新创业实践培训
体系。所有学生毕业前接受不
少于100学时的集中创业实战
训练。”张汝山介绍，在东营职
业学院，学校构建了“导引课程
+成长课程+项目课程”三步课
程，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各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起了“专业
学训+项目学做+企业学创”的
三阶课堂。“在东营职业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新创业已形成了
一个完整、成熟的生态。”

这这里里的的学学生生近近三三年年注注册册公公司司117755家家
东营职业学院为大学生打造多样化创业平台

专科学生和一众本科生、研究生同场比拼创业不落下风，每
个学生都要接受创业教育。在东营职业学院，近三年来，在校生以
及毕业生创建的公司已经有175家，在学校的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里，更多大学生创意创业项目依然在孵化过程中。从2006年到2018
年，十几年创业工作的开展使东营职业学院成为山东高校大学生
创业的一块高地。

为帮助考生创造一个与高校面对面交流的
机会，搭建集中汇集权威招生资讯的平台，指
导广大考生科学选择院校和专业，受山东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委托，由齐鲁晚报联合《现代教
育》杂志社主办的第16届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
(专科高职场)将于7月21日在济南高新国际会展
中心开幕，作为山东省内规格最高的大型高考
志愿填报咨询公益活动，专科高职场高招会亮
点多多。 第16届山东高招会（专科

高职场）
时间：2018年7月21日(周六)
地点：济南高新国际会展
中心

其他分会场
时间：2018年7月22日(周日)
青岛：青岛大学体育馆
济宁：奥体中心体育场
枣庄：枣庄万达广场
淄博：淄博市博物馆广场
聊城：聊城三中
滨州：盛通人力资源服务
中心
烟台：烟台四中
临沂：临沂市人民广场

有关本次高招会的相
关事宜请与会务组联系。
联系电话：0531-85196195

85196197 8519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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