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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百校报名，优秀

高职院校都来了

职业教育是近年来山东教
育发展的一个亮点，对考生们
来说，报考高职院校该怎么选
择呢？在高职院校的各种宣传
材料中都有各种荣誉加身，在
各种荣誉中，国家优质专科高
等职业院校、山东省首批优质
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等荣誉
都是颇具含金量的。另外如教
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院
校、山东省“3+2”对口贯通分
段培养试点院校等也都是呈现
学校教学特色的荣誉，考生也
可以通过这些荣誉一窥学校的
办学特色。

在7月20日于济南高新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的2019山东高
考招生咨询会（济南场)上，山
东省内的优秀高职院校都将在
现场充分展示自己的风采。

相较于本科高校中的“双
一流”，在高职院校中，中国特
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
计划项目(以下简称“双高”)是
国家大力推动高职院校发展的
重要项目。

今年5月份，山东省教育
厅曾发布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
推荐公示院校16所，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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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通职业学

院、山东水利职业学院、日照
职业技术学院、山东旅游职业
学院、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山
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青岛酒
店职业技术学院、济南职业学
院、滨州职业学院、山东科技
职业学院、潍坊职业学院、威
海职业学院、青岛职业技术学
院、东营职业学院、山东职业
学院、淄博职业学院。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山东
高考招生咨询会高职(专科)场
学校报名依然在进行中，如今
已有百余所学校报名参加，上
文所述的这些高职院校也将悉
数到场。

不少本科高校也将参

加专科场高招会

高职院校的“3+2”对口贯
通分段培养如何开展？报考一
些学校开设的士官生需要符合
什么样的条件？高职院校的现
代学徒制有什么优势？在专科
批次的志愿填报中，很多学校
都有别具特色的专业，非常值
得考生一试。

对很多报考专科的考生来
说，专升本是他们特别关注的，
那么，各个高职院校哪些专业
专升本有更大的优势呢？在高
招会上，考生可以详细咨询。

除了高职院校，在专科批
次的招生中，不少本科院校依
然还有专科计划。在此次山东
高考招生咨询会高职(专科）
场，省内设有专科招生计划的
学校也都将来到现场，山东管
理学院、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山
东女子学院、齐鲁师范学院、临

沂大学、潍
坊 科 技 学
院、青岛理
工大学琴
岛 学 院 、
山东协和
学 院 、齐
鲁医药学
院 、烟 台
南山学院、
潍 坊 理 工
学院 ( 原山
东师范大学
历山学院)、山
东英才学院等
许多学校的招生
负责人都将在高招
会现场解读招生政策。

在2019山东高考招
生咨询会高职(专科)场，还
将设置留学专区，省外优秀高
职院校区等区域，来自江苏等
职业教育发达地区的高职院
校和省内高校的部分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也将在现场接受
考生咨询。

此外，第四届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技工教育
成果展暨招生咨询会也将于7
月20日在济南高新国际会展
中心同步举行，山东优秀的技
工院校也将在现场展示近年
来的教育成果。

参加高招会，家长可

网上订票

2019年高招会高职(专科)
场定于7月20日在济南举办,地
点在济南高新国际会展中心
(济南市高新区新宇南路1号)。

7 月 2 1
日，高招会将在青岛、济宁、枣
庄、临沂、滨州、聊城、淄博、德
州、泰安、烟台分别举办。

各地方场高招会高职(专
科)场的举办地点分别为青岛
大学体育馆、济宁市奥体中心
体育场、枣庄万达广场、临沂商
城实验学校、滨州技术学院、聊
城三中、淄博市大剧院门前广
场、山东华宇工学院、东平高级
中学、烟台四中。

本次高招会地方场，考生
及家长可以直接前往。

济南场考生可凭准考证免
票入场，考生家长则需要从网
上进行订票。

第一步:关注“山东高考直

通

车 ”

微 信

号
( sdgkz t c ) ,后

台回复“门票”,即

可弹出购票链接；

第二步 :打开链接点击左

上角“门票”,注册真实信息 ,购

买家长门票,价格19 . 9元；

第三步 :购买成功后 ,跳转

到订单页面,会出现二维码。家

长可截屏保存或者在“门票—

我的门票”中查找。

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的
是,在7月20日高招会现场,入
场时需直接出示二维码,会有
现场核销人员,通过扫二维码
验证入场。该二维码一定要注
意保存,该二维码是网购入场
票的唯一凭证。

关于高招咨询会更多具体
信息 ,请致电咨询工作人员 :
0 5 3 1- 8 5 1 9 6 1 9 5、8 5 1 9 6 1 9 7、
85196575

哪哪所所专专科科好好，，高高招招会会上上来来看看看看
2019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高职(专科)场济南主会场7月20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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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7月7日讯（记者
郭立伟） 5日，山东大学与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联合成立
的人工智能国际联合研究院正
式成立，双方就国际交流、人才
培养等方面展开合作。在本科生
培养上，山东大学的优秀本科
生，可以通过双方共建的人工智
能实验班，有机会在五年内既获
得山东大学本科学士学位，也获
得南洋理工大学硕士学位。

QS全球教育集团2019年6
月份发表的全球大学排位当中，
南洋理工大学位居全球第十一
位，工科位居全球第六位，“包括
他的人工智能学科、计算机学
科、电气、机械、材料、能动等，这
些学科在全球都在前十几位上，
这是我们考虑这所学校作为战
略合作伙伴的最基本的理由。”
在校长专访会上，山东大学校长
樊丽明介绍。

南洋理工大学的人工智能
学科在全球的排名学科当中是
全球前三位。南洋理工大学的
人工智能学科主要依托于计算
机学院，有国际视野。樊丽明介
绍，南洋理工大学的人工智能

学科很注重理论研究和应用研
究相结合，注重产业化。

另外，“山大和南洋理工确
实有着比较长时间的友好合
作，这也是今天签约的一个很
重要的基础条件，”樊丽明说，
从2004年，山大和南洋理工就
在计算机、软件工程等学科，开
始进行良性互动。山东大学从
2005年开始，就跟南洋理工大
学合作共建孔子学院，双方互
相信任，共同支持。

樊丽明介绍，在大家最关
心的本科教育问题上，山大将
和南洋理工大学办人工智能实
验班，双方贡献师资。在课程
设计上，参照南洋理工的教育
课程和总体课程计划，加上中
国的一些特色的课程，资源共
享，双方设计先进的培养方
案。樊丽明透露，该实验班将
实行双导师制。第二个设想，
是确定横跨本科和硕士两种类
型的培养模式。一个是“3+1+1”
的模式，即前三年在山东大学
学习，第四年到南洋理工学习，
在那里主要完成毕业设计，到
第四年的时候通过双方共同培

养获得山东大学的文凭，因为
有很好的南洋理工的学习经
历，顺利地进入“3+1+1”最后这
个“1”，依托于前面良好的合
作，再用一年在南洋理工学习
研究，拿南洋理工的硕士学位。
也就是说，在这个实验班，山大
本科生可以利用五年的时间，
就能拿山大本科和南洋理工的
硕士学位。

第二种模式是“4+1”，山东
大学把很优质的生源进行完整
的培养，充分参考南洋理工的培
养方案，然后在学生自愿、双方
学校选拔的基础上，第五年到南
洋理工去，“这样前四年完整地
完成山东大学的培养方案，拿到
山大的学士学位和毕业证书，第
五年到南洋理工学习一年，拿到
南洋理工的硕士学位。这是我们
的第二个设想。”樊丽明说。

第三个设想，双学位联合
培养博士生。生源双方都可以
招，通过联合培养，颁发山东大
学和南洋理工两个博士学位。
最后，在青年教师和博士后的
访问研究方面，双方也会展开
合作与交流。

山东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联合成立人工智能国际联合研究院

将将开开设设人人工工智智能能实实验验班班，，实实行行双双导导师师制制

本报济南7月7日讯(见习
记者 贺照阳 ) 为丰富少
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打造
齐鲁演奏新星，齐鲁晚报艺
术团携手山东省音乐家协会
于2019年暑期举办“齐鲁器
乐大赛少儿组比赛”，大赛
旨在给全省少儿演奏员、学
生搭建起展示才华、走向成
功的舞台，为少儿器乐爱好
者提供交流学习和提高的机
会。

与世界钢琴大师郎朗、
克莱德曼等同台，激情弹奏
钢琴名曲；和二胡名家于红
梅共奏民乐经典……这些星
光初现的演奏新星都是从往
届齐鲁器乐大赛的舞台上推
选出来的。为广大器乐演奏
员和爱好者圆明星梦的此项
大赛再摆擂台，目前报名正
进行得如火如荼。

本届大赛将秉承初心，
立足音乐文化积淀深厚的齐
鲁大地，面向5—16岁乐器学
习者和爱好者、中小学学
生、社会艺术培训机构学

生，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同

时倾力打造时尚流行音乐。

在比赛分组方面，既突出少

年主流专业音乐队伍特色，

又兼顾少儿音乐爱好者，具

体分组为：少年组 ( 1 3 - 1 6

岁)，儿童A组(11-12岁)，儿

童B组(9--10岁)，儿童C组(7

-8岁)，幼儿组(5-6岁)，小乐

队组合组等。大赛将聘请省

内权威专家出任评委，严格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通过现场演奏评分，决

出各组别的一二三等奖。部

分获奖选手将入选主办单位

人才库，成为主办单位签约

艺员。

少儿组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7月17日

少儿组比赛时间：

少年、儿童、幼儿民乐组:

7月20日、21日

少年、儿童、幼儿键盘乐、

西洋乐组：7月27日、28日

齐鲁器乐大赛报名咨询

电话：13869194324齐老师

““22001199齐齐鲁鲁器器乐乐大大赛赛

少少儿儿组组比比赛赛””启启动动

高考志愿填报正在紧张进行中，对于高考成绩在本科线以下的考生来说，选
择一所好的高职院校或一门合适的专业依然非常重要。那么，在山东众多的本科
院校中，哪些学校还有专科计划？山东省内高职院校哪所办学实力突出？各个高
职院校都有什么样的特色专业？7月20日到7月21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委托，
齐鲁晚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编辑部联合举办的2019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高职
(专科)场将在全省11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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