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分学院招生计划（山东）

校区 学院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计划

长

清

校

区

汽车工程学院 本科

交通运输 理工 58
车辆工程 理工 59

汽车服务工程 理工 65
能源与动力工程 理工 41

车辆工程（校企合作与青岛英谷公司合作） 理工 40

工程机械学院 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 82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 理工 44

机械工程 理工 50
机械电子工程 理工 60

交通与物流

工程学院
本科

物流工程 理工 92
交通工程 理工 53
安全工程 理工 80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理工 57

航空学院 本科
飞行器制造工程 理工 48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理工 24
飞行技术 理工 60

轨道交通学院 本科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理工 55
交通运输(轨道交通运营与管理方向) 理工 35

自动化 理工 45
轨道交通电气与控制 理工 35

理学院 本科
应用物理学（校企合作与北京学佳澳公司合作） 理工 70

信息与计算科学（校企合作与北京学佳澳公司合作） 理工 80
信息与计算科学（校企合作与济南博赛公司合作） 理工 80

外国语学院 本科

英语 文理 58
俄语 文理 23

俄语（校企合作与山东联荷电商公司合作） 文理 40
日语（校企合作与青岛青软实训教育公司合作） 文理 30

艺术与设计学院 本科
产品设计 艺术文理 27
环境设计 艺术文理 22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文理 11
交通法学院 本科 法学 文史 78

国际教育学院 本科 电气类(中外合作办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 60

顿河学院 本科
土木工程（双证） 理工 80
交通运输（双证） 理工 80

威

海

校

区

航海学院 本科
航海技术 文理 110
海事管理 文理 64

船舶与轮机

工程学院
本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 理工 83
轮机工程 文理 126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 理工 62

国际商学院 本科
电子商务（校企合作与青岛青软实训教育公司合作） 文理 60

交通管理 文理 46
金融学（招收航运金融方向） 文理 49

无

影

山

校

区

交通土建工程学
院

本科

土木工程 理工 167
工程管理 理工 50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理工 60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工 61

测绘工程 理工 62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理工 45

地理信息科学 理工 26
遥感科学与技术 理工 30

经济与管理学院 本科

金融学（校企合作与济南网融公司合作） 文理 100
市场营销 文理 22
财务管理 文理 54
审计学 文理 20

人力资源管理 文理 22
会展经济与管理 文理 22

信息科学与电气
工程学院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 52
电子信息工程(校企合作与青岛英谷公司合作） 理工 4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 50
物联网工程（招收物联网系统开发与集成方向） 理工 43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工 49
机器人工程 理工 45

学校2019年订单班情况
序号 订单班名称 合作企业 相关专业

1 中通客车订单班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汽车
服务工程、交通运输等

2 工程投资订单班 中交三航局 土木工程、地理信息科学、城市地下
空间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遥
感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工
程管理、测绘工程、交通法学、人力资
源管理、财务管理、金融学、交通工
程、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安全工程、
物流工程、等相关专业

3 卓越工程师订单班 中交一公局
4 新锐计划 中交四公局
5 国际班 中铁十四局
6 卓越工程师订单班 山东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7 物资订单班 中交二航局
8 “卓越计划”订单班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飞行技术订单班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飞行技术青岛九天国际飞行学院有限公司
华夏航空有限公司

10 航海类联合培养计划
山东国际海事集团、泰华船舶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华洋海事服务中心等企业

航海技术

说明：订单班选拔工作均在学生入校后与合作企业双向选择后确定。

2019年校企合作办学汇总

办学
形式

学院 专业名称 科类 专业方向 层次
人
数

校

企

合

作

汽车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校企合作与青岛英谷公司合作） 理工 车联网方向 本科 40
信息科学与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校企合作与青岛英谷公司合作） 理工 移动嵌入式方向 本科 40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校企合作与北京学佳澳公司合作）理工 数据库技术方向 本科 80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校企合作与北京学佳澳公司合作） 理工 大数据智能技术方向本科 70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校企合作与济南博赛公司合作） 理工 信息与数据安全方向本科 80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学（校企合作与济南网融公司合作） 文理 金融外包方向 本科 100
外国语学院 俄语（校企合作） 文理 跨境电商方向 本科 40
外国语学院 日语（校企合作与青岛青软实训教育公司合作）文理 国际贸易方向 本科 30
国际商学院 电子商务（校企合作与青岛青软实训教育公司合作）文理 跨境电商方向 本科 30

学校近三年本科录取信息统计（山东省）

年份
2016 2017 2018

分数线 最低分 位次 分数线 最低分 位次 分数线 最低分 位次

普通本科
文史 474 501 36494 483 514 31524 505 538 30850
理工 451 491 135944 433 476 134861 435 480 133895

校企合作
文史 474 486 45789 483 495 43384 505 524 39281
理工 451 456 171296 433 451 160814 435 460 155759

中外合作 理工 451 465 162768 433 448 163862 435 457 158855

2019年中外合作办学汇总
办学形式 学院 专业名称 科类 层次 人数

中外合作
国际教育学院 电气类(中外合作办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 本科 60

顿河学院
土木工程（中外合作）（双证） 理工 本科 80
交通运输（中外合作）（双证） 理工 本科 80

年份 2017 2018 2019

博士化率 21 . 8% 23 . 9% 27 . 7%

调整前 调整后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物联网工程（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信息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物联网工程（信息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
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

电子信息工程（航空电子设备维修方
向）、安全工程（招收港口与航运方向）、
轮机工程（招收陆上方向）、机械电子工
程（招收港口机械方向）

撤销

序号 订单班名称 合作企业 相关专业

1 中通客车订单班
中通客车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车辆工程、能源与动
力工程、汽车服务工
程、交通运输等

2 工程投资订单班 中交三航局 土木工程、地理信息
科学、城市地下空间
工程、港口航道与海
岸工程、遥感科学与
技术、材料科学与工
程、工程管理、测绘工
程、交通法学、人力资
源管理、财务管理、金
融学、交通工程、交通
设备与控制工程、安
全工程、物流工程、等
相关专业

3 卓越工程师订单班 中交一公局

4 新锐计划 中交四公局

5 国际班 中铁十四局

6 卓越工程师订单班 山东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7 物资订单班 中交二航局

8
“卓越计划”

订单班
浙江交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9 飞行技术订单班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飞行技术
青岛九天国际飞行学院

有限公司

华夏航空有限公司

10
航海类

联合培养计划

山东国际海事集团、泰
华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华洋海事服务中心
等 企 业

航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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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简单介绍下学校的基本情况。

答：学校始建于1956年，由交通部划转山东省，

实行省部共建、教育厅与交通厅共管，以教育厅为主

的省属公办本科院校;是一所以工科为主，以交通为

特色，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省属高校，是山东省高等教

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立项建设单位，是“全国

高校毕业生就业50强”典型经验高校。学校坚持“立

足山东、服务交通”，致力于培养交通事业有成长力、

有国际视野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学校分4个校区办学，为济南的长清校区、无影

山校区、威海校区和东校区，其中教学以长清校区、

威海校区为主。学校设有17个二级学院，开设59个本

科专业。交通运输和土木工程2个专业为国家级特色

专业，车辆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船舶与

海洋工程等、土木工程、物流工程、市场营销、交通工

程等7个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轮机工程、物流工程、

金融学、土木工程、交通运输等5个专业为省级高水

平应用型重点建设专业(群)。
二、请介绍下今年招生政策和计划是如何安排

的？有哪些重要变化？

答：学校继续面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招生，2019年本科招生计划5060人，其中夏季高考招

生4871人，“3+4”贯通培养计划189人。

学校为应对2020年高考改革要求，满足自身内

涵发展需要，不断完善交通学科专业集群，进一步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对原有学科布局进行调整：取

消所有春季高考(本科)和高职(专科)招生计划，停

招、合并部分专业(见表1)：
表1 专业停招及合并情况

三、请问学校目前师资配备情况如何。

答：学校目前在职教职工1600余人，近几年不断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提高师资水平，博士化率不断提

升(表2)：
表2 学校近三年博士化率

四、学校在调档以及专业录取的时候是否认可

政策加分，以及专业录取的时候是否设置专业级差？

答：学校在调档及专业录取时，认可学生所在生

源省份的加分政策，在专业录取时采用“专业清”录

取原则，不存在专业级差。

五、请问学校在录取时有没有一些专业会有特

别的要求？

答：学校专业录取要求参照教育部等三部委发

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具体

航海类专业考生还将参照国家海事局印发的《船员

健康检查要求》(GB30035-2013)；飞行技术专业考生

按照中国民航局颁布的《民用航空招收飞行学生体

格检查鉴定规范》。举例来说：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专业不招收色盲、色弱的考生。

六、学校的特色专业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哪

些亮点？

答：学校以“培养交通事业有成长力、有国际视

野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为人才培养目标，专业涉

及路、海、空、轨四大交通运输领域，受惠于国家“一

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新旧动能转换等政策，学校

土建类、航海类、轨道类、航空类、机械汽车类、信息

类等专业都成为当前社会需求量大的热门专业。

学校采用“招生-就业-人才培养”联动机制，以

就业为前提，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健全、完善学科体

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就业质量，提升学

校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进而提高生源质量，为交通

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海洋强省建设、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等培养更多优秀专业人才。

七、请介绍下学校转专业的政策？

答：专业调整。学校仅在每学年9月份面向二年

级学生组织一次专业调整。

辅修双学位。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在学有余力情况

下，学生于第二学期可申请辅修第二专业，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两个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毕业时可以获

得主修毕业证书和辅修专业证书以及两个学位证书。

八、请问学校在对外合作与交流方面开展了哪

些项目？

答：学校除了已经招收的电气类(中外合作)专业

以外，今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了山东交通学院顿

河学院，计划招生160人。山东交通学院顿河学院开

设交通运输(081801H)、土木工程(081001H)两个本

科专业，学生经过学习合格后取得山东交通学院本

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俄罗斯顿河国立技

术大学学士学位证书，并且可以直接申请俄罗斯顿

河国立技术大学硕士研究生。

九、请介绍一下学校的就业方面情况？

答：学校是“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一

直高度重视就业工作。2018年我校毕业生国企就业

占比近30%，远远高于省内同类院校国企就业11%-
15%的平均水平。通过走访企业调研，我校毕业生的

流失率是同类型院校中最低的，获得了“留得住、干

的好，发展快”的良好口碑！中铁集团驻河南的一家

全资子公司自从有交院的学生入职以来，无一流失，

成长迅速。正因为学校在企业中的良好形象和业界

口碑，众多国企、央企纷纷与学校成立了各种类型的

订单班(表3)。
表3 学校2019年订单班情况

十、考生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和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答：考生在填报提前批志愿时应该慎重选择服

从院校调剂，以免调剂到不想报考的院校或者专业，

提前批不被录取还有普通批志愿可以填报。

在填报普通批志愿和选择专业时一定要仔细阅

读学校招生章程，尤其对身体条件有特殊要求的专

业，一定要与自身身体条件对照，以免浪费志愿或因

身体不符合要求退档。

十一、您能介绍下学校的奖学金制度是怎样的

呢？对于贫困生又有哪些政策？

答：(一)奖助学金情况：
1 .国家和省资助中心拨款的有国家奖学金(8000

元/每人)，省政府奖学金(6000元/每人)，国家励志奖

学金(5000元/每人)、省政府励志(5000元/每人)，新
疆、西藏和青海励志奖学金(5000元/每人)等，2017年
有852人获得此类奖学金。2017年有3145人获得国家

助学金(分三档，每人2000元、3000元、4000元)。
2 .学校设立的奖学金有校长奖学金(每人3000元)、

校长励志奖学金、综合奖学金、学习进步奖和学习帮扶

奖等，每年有35%左右的学生可以获得此类奖学金。
3 .学校还争取了各类社会奖助学金，用于奖励在

学习、社会活动等方面较为突出的学生，主要包括烟

台交运奖学金、福建铁拓83奖学金、春安航海奖学

金、路德奖学金、宇通奖学金、华恒兴奖学金、甲骨文

奖学金、鸿雁志远奖学金、中通客车奖助学金、蓝海

建设慈善基金会优秀学生奖金等。
(二)国家助学贷款：家庭困难的学生在校期间可

申请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最高贷款额为8000元/
年，在校期间贷款利息由国家贴补，毕业后贷款本息

由毕业生自己偿还。
(三)勤工助学情况：学校设有勤工助学专项资

金，广泛开展勤工助学活动，鼓励学生通过诚实的劳

动获得报酬。
(四)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情况：学校对由于家庭

经济原因影响到学生正常学习和生活时，采取困难

补助和学费减免进行辅助，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

济困难而辍学。
1 .学校建立特困生档案，设立学生困难补助专项

资金，对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学生给予困难补助。
2 .学校设立绿色通道，采取减免、缓交学费等方

式对特困生进行扶助。
(五)大学生入伍：入伍学生学费、贷款全部补偿，

退伍后可根据条件享受转专业等若干政策。

十二、联系方式

长清校区：济南市长清大学科技园海棠路5001号

邮编：250357

无影山校区：济南市天桥区交校路5号

邮编：250032

威海校区：山东省威海市双岛湾科技城和兴路
1508号

邮编：264209

联系部门：山东交通学院招生就业处

联系电话：0531-80687112 80687119 80687478(6月
25日至8月20日)

学校网址：www.sdjtu.edu.cn；

招生信息网：zsw.sdjtu.edu.cn;

微信号：sdjtxyzszx；
E-mail:ZSGZ@sdjtu.edu.cn

山东交通学院2019年答考生家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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