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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院长们全省
走访企业推荐学生

“学校一直以来重视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注重与地方政府、
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建立创新
实践基地。”7月8日，山东交通
职业学院院长王心在北汽福田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访企拓岗时
介绍。

这是山东交通职业学院最
近的一次访企拓岗行动。一天
里，王心相继走进两家企业，签
合作协议，探望学校校企合作班
的学生。王心也记不清这是他两
个多月来走进的第几家企业了。
在过去两个多月里，学校党委书
记陈继梦带队去青岛，先后走访
多家大型企业，院长王心上济
南、跑淄博，副院长单志强、韩
忠吉、王建良，纪委书记崔太
国……在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各
位校级领导都奔波在访企拓岗
的路上。

专业聚“交”，在山东交通职
业学院，已经形成海、陆、空、
轨、车、物流的专业体系，在访
企拓岗的过程中，山东交通职业
学院也坚持着聚“交”的原则。

结合学校的专业特色，走
出校园，针对性地走访省内优
秀企业，从潍坊本地的豪迈集
团、广潍集团、北汽福田到淄博
的山东鲁中公路建设有限公
司、淄博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再到省内各地的大型企业，山
东交通职业学院书记、院长们
从潍坊各县市区到省内各地，
在30多家大型企业留下了他们
的脚步。

“让企业与学校专业建设紧
密对接，让优质企业参与到学生
的培养过程中，才能更加有助于
学生的高质量就业。”学校一位

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方位融合
为区域发展培养人才

在山东交通职业学院，访企
拓岗在持续进行中，从书记、校
长到各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
都在访企拓岗中推进着产教融
合的深化。

“学校也是在产教融合中不
断提高着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实
现毕业生由‘好就业’到‘就好
业’的转变。”学校一位学生就
业部门负责人介绍。

在这一轮的访企拓岗中，书
记、校长们一次次走出校门，其
实还有许多的企业也在走进校
园，校企融合也在更广的层面展
开。

6月下旬，临朐县副县长带
队，组织辖区优秀企业走进山东
交通职业学院。在开展“校企双
选，进校送岗”活动的同时，学
校也与临朐县人民政府现场签
署人才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校、
地、企三方展开了深入交流。

“作为高职院校，办学目标
是为区域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也希望用人单位能提供
更多就业岗位和机会，合力促进
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5月底，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一行人来
到学校探讨校企合作，在探讨过
程中，山东交通职业学院院长王
心说到。

一个个产教融合基地
建在了企业里

“要深入探索校企合作方
式，共同提高毕业生对所学专业
的认可和就业的质量。”在访企
拓岗的途中，陈继梦介绍，对一
所高职院校来说，让培养的学生
能适应社会的需求，这才是助力
学生就业的“捷径”。

在山东交通职业学院，深入

推进产教融合一直以来都是学
校的办学特色之一，学校与630
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校
企合作关系，德国宝马、上海大
众、福田戴姆勒等世界500强企
业都已经在学校建立了培训基
地。

随着学校访企拓岗的开展，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更多的产教
融合基地在一个个企业中建立
起来。

在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青
岛分公司、安丘长途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潍坊恒泰路桥工程材料
有限公司、山东鲁中公路建设有
限公司、淄博市轨道交通有限公
司、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一个个
揭牌。在广潍集团，党建教育基
地揭牌，在北汽福田，产教融合
创新实践基地揭牌。在山东省路
桥集团，校企签约共建山东路桥
产业学院。

“深挖校企契合点，深入合
作谋发展，走访调研中，校企双
方均认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
才，学校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企
业，学校和企业应多加强联系，
深化校企合作，促进产教融合，
实现校企共赢，也在融合的过程
中 ，助 力 着 学 生 的 高 质 量 就
业。”陈继梦说。

书记校长两个月跑了三十多家企业
访企拓岗助学生找到好工作，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保持高水平

暑假到来，在校的学生已经所剩无几，毕业生就业率也连续第八年保持在了高水平，但在山东交通职业学院，从
学校领导到各系负责人依然在为学生的高质量就业忙碌着……从4月底开始，学校党委书记陈继梦、院长王心带头
走进企业，两个多月里的近30次访企拓岗行动诠释着这所国家双高职业院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缘由。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陈继梦（左三）带队到豪迈集团访企拓岗。

本报记者 尹明亮

系别 专业名称 夏考 春考 对应春考专业类别

车辆工程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73 140 车辆维修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2） 8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20 40 车辆维修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40 80 车辆维修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85 50 车辆维修

汽车智能技术 65

公路与建筑系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132 20 建筑施工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3+2) 40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技师培养） 40

建设工程监理 62

道路工程检测技术 56 10 建筑施工

道路工程造价 90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89 15 建筑施工

管理信息系

现代物流管理 80 8 物流管理

现代物流管理（ 3+2） 80

道路运输管理 30

电子商务 60 20 电子商务

物联网应用技术 72 18 电子技术

大数据与会计 70 10 财税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70 10 运输管理

云计算技术应用 60 5 软件与应用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校企合作） 16

大数据技术（ 校企合作） 49 20 软件与应用技术

机电工程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30 10 机电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技师培养） 40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中外合作办学） 42 30 机械制造

工业机器人技术 36 20 机电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中外合作办学） 45 30 机电技术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校企合作） 101

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80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80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51

航海系

航海技术（ 校企合作） 111

航海技术（ 海军军士，男生） 50

轮机工程技术（ 校企合作，男生） 58

轮机工程技术（ 海军军士，男生） 110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36 16 电子技术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海军军士，男生） 50

交通工程系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36 5 酒店管理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26 4 运输管理

计算机应用技术（ 校企合作） 48 4 软件与应用技术

空中乘务（ 校企合作） 51 5 酒店管理

合计 2540 570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始建于1973
年，2002年升格为专科层次的高等
院校。学校实行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与山东省教育厅双重领导、以山东
省交通运输厅为主的管理体制。学
校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
业建设单位、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
业院校、交通运输部高等职业教育
示范院校、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
示范校、山东省文明校园、山东省首
批技能型特色名校、教育部首批1+X
证书制度试点单位、首批现代学徒
制试点院校、全国首批定向培养海
军试点院校、山东省首批对口贯通
分段培养本科生试点院校、山东省
首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项目院
校、山东省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

工作试点院校。
学校在潍坊市和泰安市两地办

学。学校现占地1234 . 7亩，建筑面积
40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
值2 . 27亿元，图书馆藏书103万册，
现有在校生17000余人，教职工800
余人。其中，全国黄炎培职业教育杰
出教师1人，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
教学名师1人，全国交通运输行业优
秀思想政治工作者1人，全国交通职
业教育专业带头人3人，省级教学名
师8人，省职业教育青年技能名师4
人，齐鲁最美教师2人。入选国家级
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2个，建
成省级教学团队6个，山东省黄大年
式教师团队2个，山东省职业教育名
师工作室5个。

学校对接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建设汽车、道桥、物流、航海、航空机
电、轨道交通等6个重点专业群，开
设34个招生专业；拥有中央财政支
持建设的重点专业4个，山东省省级
特色专业7个，全国交通运输类示范
专业3个。立项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
专业群1个，山东省高水平专业群4
个，山东省品牌专业群2个。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的思路，走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
办学路子，与630余家国内外知名
企业建立了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
与宝马、戴姆勒、大众等世界500强
企业建设了校内外培训基地，形成
了“厂中校”“校中厂”“混合所有
制”“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定
向培养”“合作技术开发”等稳定合
作形式，形成各专业独具特色的人
才培养模式。

近年来，学校在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26项、二等
奖25项、三等奖10项，在山东省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各类奖项136
项。学校被省政府授予“山东省普通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专业聚“交”，建设六大重点专业群 2022年省内分专业招生计划

凤凰山校区：山东省潍坊市渤海路7369号

网址：http://www.sdjtzyxy.com

咨询电话：0536-8781827

泰山校区：山东泰安市天平湖路132号

网址：http://jtgc.sdjtzyxy.com

咨询电话：0538-211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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