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招生计划表

批次 专业名称
学费

（元/学年）
学制

（年）
山东省选考科目及要求

各省招生计划

合计
山东省

内地新疆
高中班

艺术类专科
批

音乐教育（师范类） 8800 3 不提科目要求 65 65

音乐表演 8800 3 不提科目要求 65 65

美术教育（师范类） 8800 3 不提科目要求 50 50

视觉传达设计 8800 3 不提科目要求 60 60

艺术类专科
批校企合作

视觉传达设计（校企合作，与山东广电视觉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数字媒体艺术方向）

10400 3 不提科目要求 30 30

体育类常规
批校企合作

民族传统体育 (校企合作，与山东新华润联
有限公司合作，武术方向)

9600 3 不提科目要求 100 100

普通类

常规批

学前教育（师范类） 4500 3 不提科目要求 45 45

现代文秘 4400 3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35 5文史 40

商务英语 4400 3 不提科目要求 60 60

社会工作 4400 3 不提科目要求 43 7文史 50

应用电子技术 4900 3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35 5理工 40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4900 3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68 12理工 80

计算机应用技术 4900 3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35 5理工 40

计算机网络技术 4900 3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40 40

统计与会计核算 4900 3 不提科目要求 30 10理工 40

应用化工技术 4900 3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40 10理工 50

普通类

常规批

校企合作

学前教育 (师范类，校企合作，与山东省财
金康养有限公司合作，康育方向)

8800 3 不提科目要求 80 80

现代文秘 (校企合作，与山东亚速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合作，速录师方向)

8800 3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75 75

商务英语（校企合作，与山东开创信息有限
公司合作，跨境电商方向）

8800 3 不提科目要求 80 80

旅游管理 (校企合作，与山东金拱门食品有
限公司合作，连锁经营方向)

8800 3 不提科目要求 30 30

旅游管理 (校企合作，与山东智博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新媒体方向)

8800 3 不提科目要求 60 60

社会工作 (校企合作，与山东全通网融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融媒体方向）

8800 3 不提科目要求 40 40

计算机应用技术 (校企合作，与青岛英谷教
育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9600 3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30 30

计算机网络技术 (校企合作，与青岛英谷教
育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9600 3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30 30

应用电子技术 (校企合作，与山东全通网融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嵌入式方向）

9600 3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40 40

统计与会计核算 (校企合作，与山东开创信
息有限公司合作，区块链方向)

8800 3 不提科目要求 80 80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是山东省交通运输
厅直属的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始终
坚持“立足交通行业、服务区域经济、紧密
融合企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办学定位
和“校企融通、全程合作”的办学模式。学校
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单
位、国家优质校、交通运输部高职教育示范
院校、山东省首批技能型特色名校、教育部
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全国定向培养
海军士官试点院校、山东省“3+2”对口贯通
分段培养试点院校等。

问：学校今年的招生类别都有哪些?
答：我校2022年普通专科(高职)招生计

划4700人。其中春季高考计划570人；省外13
个省市招生计划420人。“3+2”对口贯通分

段培养计划200人，定向培养海军军士300
人，校企合作计划940人，中外合作办学200
人。高职技师合作培养计划80人。

问：学校专业有哪些特色?
答：学校在专业设置上是聚“交”特色

发展，做“强”航海、做“大”道桥、做“精”航
空、做“优”轨道、做“高”汽车、做“通”物流。

学校对接交通行业发展需要，建设汽
车、道桥、物流、航海、航空机电、轨道交通6
个重点专业群 ,设有车辆工程、公路与建
筑、管理与信息、机电工程、航海、交通工程
六个系,开设34个招生专业。形成了布局科
学、优势明显、结构合理的专业体系，较为
完整地覆盖了交通行业各领域对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问：请谈一谈学校“3+2”招生情况。
答：2022年面向山东省夏季高考考生

开设与本科高校衔接专业3个，招生计划
200人，单独划线录取。道路与桥梁工程技
术、现代物流管理这两个专业与山东交通
学院衔接；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与青岛理
工大学衔接。

“3+2”专本贯通专业在山东交通职业
学院进行为期3年的学习，顺利通过转段考
试之后进入所衔接的本科学校学习两年，
可获得本科学位。

问：请介绍一下学校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的情况。

答：学校坚持开放办学的思路，与社会
各界开展广泛合作。先后与福田戴姆勒、德

国宝马、上海大众、德国巴斯夫、保时捷、东
风雪铁龙、东风日产、东风标致、福田重工、
宅急送、山东路桥集团、山东高速、山东海
事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紧密的校企合
作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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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有计算机应用技术、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
号技术、大数据技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技术、空中乘务等校企
合作专业，有现代学徒制、订单、定向等校
企合作培养班，为在校生实习创造了有利
条件。
潍坊校区：0536—8781827
泰山校区：0538—2111866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六大重点专业群布局交通运输人才培养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地处潍坊，
始建于1979年，是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
设立、教育部备案的省属普通高等学校，
隶属于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是山东
省成立最早、规模最大、专业最全的电子
信息类高职院校。

学校是教育部批准的“国家示范性
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建设单位 ,全国
定向培养士官定点院校，省“智慧教育示
范校”首批建设单位，山东省“3+2”对口
贯通分段培养本科招生试点院校；学校
牵头组建山东省虚拟现实职业教育集
团、物联网职业教育集团和网络空间与
信息安全职业教育集团。

问：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今年的

招生计划有多少？
答：2022年我院总招生计划4000人，

招生专业38个。
包括夏季普通类招生计划1533人、

定向培养军士招生计划620人、高职3+2
本科贯通计划 8 0人、省外招生计划 3 5 5
人、校企合作计划506人、春季高考计划
300人，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面向山东
美术类招生8人。

普通类专业面向山东、河北、山西、
内蒙古、吉林、河南、湖南、广西、贵州、甘
肃、黑龙江、辽宁、湖北、重庆、江苏等15
个省份进行招生。

问：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在山东
省录取批次有哪些？

答：1 .山东省2022年继续实行网上填
报志愿，分为提前批、特殊类型批、常规
批三个批次。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在山东的志
愿填报代码为D012，填报志愿时间分别
为：

①普通类·常规批专科(3+2本科、普
通专科、春季高考专科、艺术类专科) :7月
26日-28日；

②普通类·常规批专科征集志愿(“3
+2”本科、普通专科、春季高考专科、艺术
类专科):8月2日至3日。

③山东省夏季高考不提科目要求，
招生计划请查看志愿填报指南。

2 .省外：根据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山

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所属批次及填报时
间进行填报。

问：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学校
的专业布局是怎样的？

答：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新一
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围绕“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和“安全+”等新业态，形成
了具有鲜明信息特色的电子与通信、软
件与大数据、智能制造、虚拟现实四大优
势专业群以及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智慧
商贸、现代乘务专业群。2个专业与本科
高校实施“3+2”专本贯通培养，打造了2
个省级品牌专业群，1个省级高水平专业
群，2个中央财政支持专业，3个省级特色
专业。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22年总招生计划4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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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师范学院是一所公办全日制
普通本科师范院校。学校具有悠久办学
历史，其前身是创办于1948年的华东大
学教育学院；1949年由山东益都(青州
市)迁址至山东济南；1960年更名为山
东教育学院；2010年改制更名为齐鲁师
范学院;2018年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
学工作合格评估;2021年获批山东省应
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首批支持单位。

学校现有历下和章丘两个校区，设
有18个教学单位，45个普通本科专业，
涵盖教育学、文学、理学等10个学科门
类。全日制在校生17000余人。现有1个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8个省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5个省级特色专业，
1个省级应用型人才培养资助专业，2个

省级高水平应用型建设专业群。小学教
育、思想政治教育、汉语言文学、英语、
历史学5个本科专业已顺利通过教育部
师范专业二级认证。

学校在服务山东基础教育方面优
势突出，是教育部国家名校长领航工程
基地、“国培计划”精品项目基地。建有
山东省中小学师训干训中心、中小学课
程研究中心等机构，承担全省中小学师
资培训任务，每年培训80余万人。

学校强化国际化开放办学理念，先
后与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韩国等国家的30余所高校建立友好合
作关系，为师生开展学术交流、学习深
造、文化交流互鉴搭建广阔平台，对外
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深化。

欢迎广大考生报考我校！
通讯地址：济南市章丘区文博路2号齐鲁师范
学院招生办公室
邮编：250200
联系电话：0531-66778290，66778289
招生信息网：http://qlnuzs.university-hr.com
学校官网：http://www.qlnu.edu.cn

学院招生办

官方微博

学院招生办公室

官方微信
注：收费标准如遇新政策调整，按调整后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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