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院校及代码 专业及代码 培养层次
招生
计划

学费 招生对象及学制

潍坊职业学院
（C391）

数控技术（0J）

大专+预备
技师

40
5500元/年

参加夏季高考 学
制三年

（统招生）

汽车检测与维修（0W） 40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E379）

机电一体化技术（09） 40 5000元/年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E346）

烹饪工艺与营养（05） 120 5900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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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兖矿技师学院始建于
1973年，隶属于山东能源集团，
2010年晋升为技师学院，是经山东
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集技工教
育、职教高考、成人教育、职业培
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于一体的国
家级重点技工院校。

学院现有三个校区，在册职工
629人。共有专兼职教师270人，其
中教授、副教授、高讲、高级实习指
导教师162人，全国煤炭行业教学
名师1人，煤炭行业技能大师2人。
学院现有济宁市技能大师工作室4
个、导师工作室2个。拥有机电一体

化、汽车检测与维修、焊接技术、数
控加工、机加工、钳工等大型实习
车间12个、实训室50间、校外实训
基地20余家。2019年，投资2098万
元建成省级特种作业实操考试
点，可以承担14个相关专业的实
操培训考试，建设规模和装备水
平达到全省一流。

学院坚持特色立校、特色兴
校、特色强校，不断完善人才培养
支撑体系。拥有全国煤炭行业教育
工作先进单位、山东省“金蓝领”技
师培训基地、山东省校企合作先进
单位、山东产教融合示范单位、山
东省企校共建实训基地等资质与
荣誉称号。在校学生在历次“济宁
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和“济宁市

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中屡获佳
绩。2012年以来，连续七届参加“全
国煤炭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多次
获得“采掘机电维修”“综采电气维
修”“瓦斯检测”“矿山救援”等项目
团体、个人一等奖，团体总分第一
名的优异成绩。

学院于2017年开设春季高考
专业(职教高考)，已有三届学生
顺利升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应
广大考生及家长要求，现开设汽
车检测与维修、机电一体化、幼儿
教育、电子商务等热门专业。

2019年起，山东能源集团推
行“变招工为招生”政策，学院承
担了4家二级单位8个专业的委
托培养任务，为高中以上学历毕

业生提供了近千个就业岗位。
建校40余年来，学院已送出

合格技工技师毕业生5万余人。
涌现出各级各类技术能手和劳
动模范数千人，已经成为企业和
地方建设的骨干和栋梁，为企业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
出贡献。面对企业和行业发展的
新形势，山东兖矿技师学院将围
绕经济发展“双循环”形势下对
职业教育培训的新需求，创新人
才培养管理理念、模式和途径，
深化教育培训新旧动能转换，努
力建设行业领先的现代办学管
理体系，锻造现代化、综合型、示
范性技工教育培养基地。

(潘辉 张晓明)

山东兖矿技师学院

近年来，山东化工技师学
院加强顶层设计，创新技能人
才培养模式，全面推行以工学
结合一体化教学改革为核心的
内涵建设，建立以职业活动为
导向、以校企合作为基础、以综
合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理论
教学与技能操作融合贯通、能
力培养与工作岗位有效对接、
实习实训与顶岗工作“教学做”
合一的工学一体高技能人才培
养模式。学院高度重视技能大
赛工作，组织师生参加省级以

上各类大赛，积极对接世赛，扎
实做好技能培训和高技能人才
培养工作，不断总结技能竞赛
组织、承办、参赛经验，各项工
作成效显著。

高水平承办各类技能大赛。
技能竞赛是职业教育的奥林匹克
运动会，是高水平技能选手展示
技艺的舞台，学院凭借全国一流
的实训条件，发挥技能竞赛培训
基地作用，承办了省赛、国赛以及
世赛选拔赛，连续12年承办山东
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

山东省化工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选拔培养“富民兴鲁”劳动奖章15
人，“山东省技术能手”70人。成功
承办中国技能大赛——— 全国石油
和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共有
来自国内22个省、市、自治区的
106支代表队212名选手参赛，选
拔培养6名“全国技术能手”，42名

“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技术能
手”，100余名“全国石油和化工行
业优秀技能人才”。同时，学院连
续成功承办了山东省安全生产应
急救援技能竞赛。

高标准建设世赛基地。学院
被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确定为山东省世界技能大赛
集训基地，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确定为第45、46届世界技能
大赛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中国
集训基地，并任命为牵头集训基
地。学院认真履行职责，发挥牵
头集训基地的引领作用，高标
准、严要求完善世赛集训基地建
设，切实做好项目集训工作的具
体组织实施和管理工作，为确保
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化学实验

室技术项目中取得优异成绩奠
定坚实基础。

学院成功承办第45、46届
世界技能大赛山东省选拔赛和
全国化工行业选拔赛。学院学
生李华健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
赛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全国选
拔赛中获得第一名，代表中国
出征俄罗斯喀山，获得世界技
能大赛优胜奖；学生项东雪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
能大赛化学实验室项目比赛中
获得第一名，摘得金牌。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内涵建设显成效 技能竞赛育英才

淄博市技师学院

狠抓政策落实 助推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淄博市技师学院立足于服
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办学，积
极为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
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学院依托
淄博市技工教育集团(联盟)，持
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人
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毕业生以

理论扎实、技能熟练、实践能力
强、职业素养好深受企业欢迎，
毕业生供不应求。学院作为淄博
市技工教育集团(联盟)理事长
单位，积极为成员企业解决“招
工难”“用工荒”的问题，通过与
合作企业深入交流与探讨，共同

启动2022年度升级版“定向招生
招工”订单培养。截至目前，学院
共与 2 7家企业签约订单招生
1725人。

雒倩丽是淄博市技师学院
2022届毕业生。她初中毕业后，
来到淄博市技师学院生物制药
与化工系学习化工分析与检验。
毕业前，她在东岳集团的山东华
夏神舟新材料有限公司顶岗实
习，从事新型高耐磨抗指纹剂的
研发工作。顶岗实习结束后，根
据双方意愿，雒倩丽已经就职于
这家企业。雒倩丽说：“我在顶岗
实习期间签订了三方协议，通过
顶岗实习，能力得到了提升，也

很快适应了岗位和工作。期间，
我的工资待遇每月约5000元，每
周可以正常休息。我对这份工作
和待遇非常满意，愿意继续留在
企业工作。”

淄博市技师学院招生就业
处就业负责人介绍，山东一诺
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齐都药业有限公司、山东金诚
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齐鲁
石化建设有限公司、山东特种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合作企
业，每年都到学院来进行招聘。
此外，生物制药、化工分析与检
验、智能制造、电气等相关专业
的毕业生特别抢手，平均月薪

可达6000元以上，学院的毕业
生既可以选择直接就业。今年，
国 家 重 新 修 订 了《 职 业 教 育
法》，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
的新时代，学院将抓住这个新
机遇，坚持以促进就业创业、服
务企业行业为导向，不断深化
工学一体化教学改革，做优做
强企校订单式技能人才培养和
定向招生订单培养模式，与企
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
同培养学生，真正做到“招生即
招工、入学即入职、毕业即就
业”，校企携手促进更多高技能
人才留淄就业创业。

(李冰 王超)

潍坊市技师学院是潍坊市人
民政府直属的全日制高等职业技
术院校，以培养技师和高级技工为
主要目标，同时承担企业在职职工
高技能人才培训和各类职业教育
师资培养任务，是潍坊市技工教育
联盟理事长单位。学院坐落于浮烟
山风景区东北侧，环境优美，规划

占地885亩，在校生近万人，专任教
师400余人，其中“双师型”教师186
人、教授39人、副教授97人，省市优
秀教师47人，省市首席技师、突出
贡献技师26人、国家级技术能手2
人，省市技术能手34人，省市教育
教学拔尖人才、教学能手77人。

学院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山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印发高等职业教育与技师教育
合作培养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鲁教职发【2013】3号)，从2014年
起开展高等职业教育和技师教育
合作培养。潍坊市技师学院与潍
坊职业学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分别开展合作

培养，实施“高职+技师”双证培
养教育模式。合作培养专业学生
录取后在潍坊市技师学院就读，
同时注册潍坊市技师学院预备技
师学籍和对应的职业院校高职学
籍。毕业时颁发山东省教育厅验
印的高职毕业证和山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验印的预备技师
毕业证及预备技师资格证。根据
鲁办发【2019】9号文件规定，预备
技师毕业生在应征入伍、参加公
务员招考、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执
业资格考试、企事业单位招聘、

“三支一扶”招募、确定工资起点
标准、就业创业扶持等方面，按照
本科毕业生享受相关待遇。

山东省2022年夏季高考学
生，按照专科报考方式报考对应
的高职院校与潍坊市技师学院
合作办学志愿，以第一位次志愿
填报可提高录取概率。

潍坊市技师学院
一分努力 两分收获 技能提升与学历教育两不误 高等职业教育与技师教育合作培养招生计划

报名咨询电话：0536——— 5600188 5600177
学院地址：潍坊市潍城区西环路11611号
学院网址：www.wfjsxy.com

潍坊市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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