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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地方发展，毕业生

初次就业率超96%

近年来，在临沂市委市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学院党
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全国全省全市教育大会
精神，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
党的建设为统领，以服务发
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
向，以创新发展为动力，以内
涵提升为核心，不断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制定《临
沂职业学院服务临沂市新旧
动能转换行动计划(2018-
2022年)》，围绕全市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人才需求和

“十优产业”培育计划，不断

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建成了
与临沂市主导产业高度契合
的8大专业群，有效地促进了
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
新链的有机衔接，将学校社
会服务辐射至全市新旧动能
转换的主要领域，每年开展
社会培训20000余人次。全日
制在校生、成人教育学生均
突破10000人，2019年学生初
次就业率达到了96%以上。

学校秉承“崇德尚能”理
念，重视文化育人，建有11个
非遗大师工作室、50余个教
师工作室、76个学生社团，构
建了思政、专业、实践、文化、
环境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五位一体三全”育人格局。
打造了“5+3”、“3+2”一专多
能人才培养特色、“O2O”线
上理论学习与线下技能实践
相结合教学特色、“中-高-
本”系统人才培养特色、“五

子登科”学历提升特色、“红
色文化+工匠精神”校园文化
特色。近三年，在专业与课程
建设、教学成果研究、科研课
题、文化教育与传承、创新创
业教育等领域取得省级以上
标志性成果70余项，师生在
技能大赛中获省级以上奖项
300多个，其中，获得了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
调试”赛项、全国机械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工业机械装调赛
项、第十四届中国大学生体
育舞蹈锦标赛等国家级一等
奖20多个。

“建优质、争一流”列全

省76所高职院校第18位

临沂职业学院现为教育
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
位、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示范
点、山东省职业院校现代学

徒制试点项目建设单位、山东
省“3+2”分段培养本科生试点
高校、山东省首批学分制改革
试点高校、山东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群培训学校、山东
省创新创业学院。先后获山东
省文明单位、山东省科教兴鲁
先锋基层党组织、山东省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山东
省高校校园绿化工作示范单
位等荣誉。在山东省教育厅
公布的《山东省高等职业教
育质量年度报告(2018)评审
结果》中，学校在全省76所高
职院校中列第18位。

面向未来，学校将围绕
临沂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力
量，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按
照学校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

“一二三四五”工作思路，围绕
“建优质、争一流”奋斗目标，
坚持“围绕产业转，围绕就业
干，围绕需求办”的办学理念
和“严管、善教、乐学”的育人
理念，突出抓好专业(群)建
设、人才队伍建设、基础设施
建设，全面深化校企合作、全
面实施文化育人、全面推进创
新创业教育、全面拓展社会服
务，深化改革发展、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凝聚发展合力、开
放发展、和谐发展，全力提高
人才培养精准度和社会服务
贡献度，奋力开创新时代内涵
强校建设发展新局面，为经济
社会发展和“大美新”临沂建
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围围绕绕产产业业转转 围围绕绕就就业业干干 围围绕绕需需求求办办
临沂职业学院：奋力开创新时代内涵强校建设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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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大工匠”小程序正式上线

全全省省实实力力技技工工院院校校““一一键键填填报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涵

看全省技工院校，择
一家“入学即就业”

为打造技工院校的新闻、
报考阵地，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基于“未来大工匠”微信公
众号进行开发，7月5日正式上
线“未来大工匠”小程序。用户
扫描本页小程序码、使用微
信按名称搜索，或在“未来
大工匠”微信公众号底部菜
单栏点击“招生报名”即可
进入小程序。

与公众号相比，小程序
有哪些“升级版”体验？小
程序首页发布技工院校动
态、竞赛安排、表彰评选、
政策福利等新闻资讯，让你
随时随地掌握山东技工院
校、技能人才的热点焦点。
其次，小程序将邀请省内实
力技工院校入驻，7月15日
前为其开辟院校主页，用户
不仅能浏览心仪院校的招生
政策，还能查看对应的王牌
专业、院校新闻等；在页面

底部点击报名，可最多报考
该院校的两个专业；若有问
题想咨询，点击“我要留
言”，还能分分钟“隔着屏
幕”对话招生办，享受一对一
解答服务。此外，小程序不仅
能根据全省16市“定位”搜索
院校，点击心仪的“专业”，还
能查看该专业的就业前景，
并在该页浏览由各院校技能
竞赛“战绩”梳理而成的
“院校推荐榜单”。

值得注意的是，7月9日9：
00至7月12日17：00，第二届山
东省青年技能形象大使评选
活动将启动投票阶段，15名
候选人将进行线上风采展
示，同时接受公众投票。如
果想支持你心仪的山东技能
“代言人”，关注“未来大工
匠”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大
使评选”菜单按钮，或关注

“未来大工匠”小程序单击首
页“评选”按钮，即可浏览投
票信息。根据评选要求，每
人每天最多投3票，最多为同
一参评人投1票。投票结束
后，将根据网络得票数及专
家评审，综合评定5名青年技
能形象大使。

带上报考指南，7月20
日现场对话招生办

为保障技工院校招生工
作有序进行，日前，省人社厅
下发通知，将联合齐鲁晚报集
中开展全省技工院校统一招
生宣传活动，集中展示我省技
工院校的特色专业以及院校
风采，引领全社会对技工教育
的关注认同。

据了解，在7月15日“世界
青年技能日”，省人社厅将与
齐鲁晚报策划发行《技高一
筹——— 2019年山东省技工院
校招生特刊》(以下简称招生
特刊)。如果你正在考虑将来
靠技术立身，招生特刊无疑
是你报考技工院校的“一本
通”。在这里，你不仅能找到就
读技工院校合适的免学费政
策、扶贫政策，还能观看省
内“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政
策的独家报道，更能查阅全
省顶尖技工院校学院办学特
色、王牌专业、招生简章等
技校报考全攻略。

7月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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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在济南高新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展会当天，烹饪雕刻、机器
人 跳 舞 、3 D 打 印 、时 装 展
示……全省顶尖技师学府将

“带着看家本领”登陆济南，与
兄弟院校同台摆擂，现场竞
技。此外，参展院校的招办负
责人将到场解答学生及家长
关心的招生政策、学习内容、
就业方向等问题。

活动现场还将公布5位第
二届山东省青年技能形象大
使人选，并进行颁奖。想了
解技能明星的精彩事迹，却
因故不能到场?那就关注未来
大工匠微信公众号和齐鲁壹
点APP，在手机里观看现场
直播，了解心仪院校的招生
政策，欣赏技能冠军的奋进之
路。

《技高一筹——— 2019年山
东省技工院校招生特刊》将于
7月15日在全省正式发行。有
意参加7月15日《2019技高一
筹招生特刊》、7月20日全省技
工教育招生咨询会和入驻“未
来大工匠”小程序的院校，可
联系齐鲁晚报工作人员，联系
电话：0531-85193098。

临沂职业学院是
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
准、国家教育部备案，
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考

试的全日制、综合性市属高职院校。
学校组建于2008年，始建于1954年，
由临沂广播电视大学和原临沂商业
学校、临沂市职业中专、临沂经济学
校合并而成。学校主校区位于罗庄
区，东部校区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河东区，现占地1100余亩，建筑总
面积30余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4 . 8亿元，馆藏图书47万余册，电子
图书15万册，仪器设备总值近亿元。
建有123个校内实验实训室，200多
个校外实训基地，拥有五轴联动加
工中心、航空模拟仓等各类先进实
训设备5143台套，可开展257个实训
项目和36个工种技能培训鉴定。

学校现有会计金融、商贸物流、
建筑工程、机电工程、信息工程、现
代服务6个二级学院，开设8大类33
个三年制高职专业、5个五年一贯制
专业、15个三二连读高职专业。其
中，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建设专业2
个，省级品牌专业(群)2个、省级特
色专业4个。现有教职工627人，其
中，教授、副教授172人，硕士研究生
以上学历219人，“双师型”教师200
余人，校外兼职教师93人，国家、省、
市优秀教师、教学名师40余人，技术
能手、首席技师、劳动模范50余人，
优秀教学团队4个。各领域专家26
人，其中，享受国务院、省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3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
传承大师11人、产业教授8人。

想学个好技术，将来凭手艺吃饭，成为大国工匠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打造的“未来大工匠”小程序满足你。在这里里，你能
找到为山东技能人才“量身定制”的福利政策，浏览实力技工院校招生计划、推荐专业，并实现“一键报考”。

由于可实现初中“3+2”连读大专，还能“入校保就业”，现阶段技工院校招生火爆。为确保抢个好专业，考生家长们，赶紧
拿起手机扫码关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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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职业学院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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