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名称
2020年录取
最低分位次

2021年录取
最低分位次

学前教育(师范类) - 247920

早期教育 - 257073

应用韩语 - 272095

应用西班牙语 - 291707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 268914

工商企业管理 - 261764

人力资源管理 - 258861

关务与外贸服务 - 276265

旅游管理 - 292516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 274681

社会工作 - 261940

大数据与会计 - 250290

新闻采编与制作 - 253606

大数据与会计(中外合作办学) 332572 301885

关务与外贸服务(校企合作) 357154 312135

国际商务(校企合作) - 306483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校企合作) 355888 287241

电子商务(校企合作) 309956 282491

计算机应用技术(校企合作) - 279161

旅游管理(校企合作) 347406 311681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校企合作) 364136 317964

大数据与会计(校企合作) - 274474

市场营销(校企合作) 348737 305946

新闻采编与制作(校企合作) 299675 272409

普通专科专业 计划数

学前教育（师范类） 40

早期教育 40

社会工作 40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40

应用韩语 40

应用西班牙语 40

大数据与会计 30

新闻采编与制作 40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40

旅游管理 88

工商企业管理 40

人力资源管理 40

关务与外贸服务 40

大数据与会计（中外合作办学）(中澳合作办学,中澳双大专文凭） 50

校企合作专科专业 计划数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校企合作，山东省诚信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0

大数据与会计*(校企合作，山东百练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0

新闻采编与制作*(校企合作，山东全通网融科技有限公司) 40

市场营销*(校企合作，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

旅游管理*(校企合作，武汉天坤递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40

计算机应用技术*(校企合作，鼎利卓远山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40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校企合作，山东全通网融科技有限公司) 40

电子商务*(校企合作，山东新视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40

关务与外贸服务*(校企合作，慧科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0

国际商务*(校企合作，鼎利卓远山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40

艺术类专科专业 计划数

人物形象设计 40

舞蹈教育 30

15场专科高招会15日起全省巡展
规模最大专科高招会7月20日落地济南高新区国际会展中心

记者 尹明亮

省内最大专科高招会
集齐全省学校

在7月20日举行的济南专科
场高招会上，省内设有专科招生
计划的高校基本都将来到现场。

专科志愿怎么选非常考验考
生及家长，在每年的专科志愿填
报中，公办本科高校的专科计划
分数向来比较高，不少学校的最
低录取分数线都在一段线以上。
这些学校怎么报考呢？在此次高
招会上，省内设有专科招生计划
的本科高校都将来到现场，比如，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齐鲁师范学
院、山东女子学院、山东农业工程
学院等学校。

经过普通类常规批第一次志
愿填报，还有不少分数超过一段
线的考生没能被录取，对这些考
生来说，高职学校的“3+2”专本
贯通培养专业是个不错的选择。
近年来，“3+2”专本贯通培养专业
的录取分数也水涨船高，不少学校
的最低录取分数都在一段线上10
分以上。7月20日，在济南高新区国
际会展中心，山东省内设有“3+2”
专本贯通培养专业的高职院校也
将悉数到场，考生届时可以向学校
咨询相关情况。

在专科志愿填报中，高职学
校是招生的主力军，那怎么选个
好学校呢？2019年，教育部公布了
197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
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
划”)，这个“双高计划”被称作高
职界的“双一流”，这197所学校也

代表着国内职业教育的最高水平。
而山东省也是入围教育部“双高计
划”高校最多的省份之一，共有15
所高职院校入选，它们包括山东商
业职业技术学院、日照职业技术学
院、淄博职业技术学院、滨州职业
学院、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济南职
业学院、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山东交通
职业学院、威海职业学院、潍坊职
业学院、烟台职业学院、东营职业
学院、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
院、山东职业学院。在山东高考招
生咨询会上，这些学校基本都会来
到现场接受考生的咨询。

除了这些学校，有一些高职院
校虽然不是“双高校”，但在高水平
专业群建设方面毫不逊色，专业特
色也十分鲜明，在山东省公布的高
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名
单中，很多学校都有专业群入选。
比如，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山
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山东电子

职业技术学院、山东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等。在高招会现场，考生和家
长都可以逐一进行咨询。

15场高招会
从15日持续至23日

根据安排，2022年山东高考
招生咨询会高职(专科)场将于7
月15日首先在青岛举行，从15日
到23日，总共15场高招会在全省
各地举行。

7月15日，高招会在青岛国际
会展中心7号馆举行。

7月16日，高招会将同时在枣
庄万达广场(枣庄市薛城区永兴
路与燕山路交叉口)、东营西城万
达广场(东营市东营区北一路730
号)、德州银座广场(德州市德城区
大学西路1566号)、烟台华润万象
汇(烟台市莱山区清泉路77号烟台
大学旁)、菏泽万达广场(菏泽市
牡丹区长江路与育才路交叉口东

南角)、淄博CBD中央活力区·齐
盛里广场(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
与心环西路路口东南角)举行。

7月17日，2022年山东高考招
生咨询会将分别在潍坊泰华假日
广场一楼北中庭(潍坊市奎文区
东风街与和平路交叉路口东)、滕
州万达广场(龙泉路与北辛路交
会处东南角)、宁津一中(宁津一
中新校区斜对面)举行。

7月20日，全省规模最大的专
科场高招会将在济南市高新区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

7月21日，高招会将分别在日
照华润万象汇(日照市烟台路与
淄博路交会处)、聊城市当代购物
中心一楼中庭(聊城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东昌路与中华路交会处)
和滨州万达广场(滨州市滨城区
黄河十二路890号)举行。

7月23日，专科场高招会将在
济宁市奥体中心体育场(济宁市
太白湖新区荷花路)举行。

2022年山东高考志愿
填报正在进行中，2022年
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高职
(专科)场也拉开帷幕了。从
7月15日到23日，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在全省各地举行
15场高招会。7月20日，全省
规模最大的高职(专科)场
高招会也将在济南高新区
国际会展中心 (济南市高
新区新宇南路1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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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高招会现场(资料片)

因疫情防控等因
素，2022山东高考招生
咨询会高职(专科)场个
别场次的高招会时间
和地点可能会有所调
整,考生可微信搜索“壹
点云高招”小程序,组委
会将在小程序中实时
更新场次安排情况 ;考
生也可关注齐鲁晚报
官方微信 ,关注并回复

“高考”,了解最新资讯；
第三种参与方式为 :下
载齐鲁壹点App,在高考
频道关注最新消息。

根据安排，参加各
地高招会的人员都必须
严格遵守当地的疫情防
控要求。另外，济南场高
招会要求参会人员要有
24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电子、纸质均
可)。

此外 ,为了控制人
流,济南场高招会考生凭
准考证可免票入场,家长
需凭票入场,可在“壹点
云高招”小程序中在线
购票。

2022山东高考招生
咨询会官方咨询电话：
0531—85193855、85196197、
85196195、8519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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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院招生微信

公众号二维码

山东女子学院

招生信息网二维码

山东女子学院是省属公办普通本科高

校，全国3所女子普通本科高校之一。学校始

建于1 9 5 2年。1 9 8 4年举办成人高等教育。

1995年举办普通高等专科教育，2010年经

教育部批准改建为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

2016年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并顺利通过。2021年获批山东省应用型本

科高校建设支持单位。

学校有市中玉函校区和长清大学科技

园校区。2005年9月，整体入驻长清大学城

新校区。学校总占地面积1100余亩，建筑面

积28万平方米，建有实验(训)室95个，校外

实习基地360余处。馆藏纸质图书132 . 46万
册，电子图书162 . 06万册。

学校现有15个教学院（部），44个普通

本科专业，涉及教育学、法学、管理学、经济

学、艺术学、文学、工学、理学8个学科门类，

面向19个省份招生。工商管理获批省级特色

专业，学前教育专业被省教育厅确定为山东

省特色专业、山东省成人高等教育品牌专

业；以工商管理、学前教育为核心的2个专业

群，获批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专业

群；学前教育、社会工作、国际经济与贸易、

旅游管理、工商管理、会计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数字媒体技

术、金融工程和商务英语12个本科专业入选

山东省高等学校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前

教育、社会工作2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18门课程被认定为山东省一

流本科课程，1门课程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级

一流本科课程，1门课程被认定为山东省思

政课“金课”。2 0 2 2 年普通专科招生计划

1100人，包括普通专科专业、校企合作专科

专业和中外合作专科专业。山东省考生报考

所有专科层次的专业没有科目要求限制。学

校先后培养毕业生7万余人，组织妇女干部、

幼儿骨干教师和职业资格培训20余万人次。

毕业生以其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受到用

人单位欢迎，学校被评为山东省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最受用人单位认可高

校、生涯规划指导优秀高校。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学校正按照建

设 应 用 型 地 方 特 色 名 校 的 发 展 目 标 和

“12345”总体发展思路，围绕中长期事业发

展规划确立的建设“坤德”“行知”“优雅”

“绿色”“幸福”的“百年女大”战略愿景,不断

深化综合改革，加强内涵建设，为加快建设

应用型地方特色名校而努力奋斗！

学校简介

联系方式

学校网站：http://www.sdwu.edu.cn

学校招生信息网：http://zsxx.sdwu.edu.cn

招生电话：0531—86526113

学校地址：济南市长清大学科技园大学路2399号

山东女子学院往年专科各专业录取最低分位次情况山东女子学院2022年专科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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