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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学费 备注

夏

季

高

考

刑事执行
男生 05 100 4800元/年

一、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为山东省司法

行政机关人民警察定向招录专业。二、考

生报考前须参加政治考察、面试、体检和

体能测试。网上报名：考生参加政治考

察、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前需在学院网

站进行网上报名、缴费并打印准考证，报

名网址：http://www.sdsfjy.com/，报名时

间：7月18日至23日，费用：90元。现场测

试：时间：7月22日至24日，测试地点：明水

校区（济南市章丘区章莱路3555号）。

女生 03 5 4800元/年

刑事侦查技术
男生 04 100 4800元/年

女生 01 5 4800元/年

司法信息安全
男生 08 60 4800元/年

女生 0A 3 4800元/年

行政执行
男生 0J 58 4800元/年

女生 09 5 4800元/年

合计 336

法律事务 02 555 4800元/年

法律文秘 0L 100 4800元/年

民事执行 0K 80 4800元/年

司法警务 0E 420 4800元/年

社区矫正 0F 70 4800元/年

司法信息技术 0H 100 4800元/年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0B 70 4800元/年

法律事务（基层法律服务方向，校企合作） 07 140 8000元/年

法律事务（庭审信息化方向，校企合作） 0G 130 8800元/年

安全防范技术（校企合作） 0D 80 8800元/年

安全防范技术（航空方向，校企合作） 06 110 8800元/年 须面试合格

大数据技术（校企合作） 0C 150 8800元/年

合计 2005

春季

高考

法律文秘 0S 20 4800元/年 公共服务与管理类

安全防范技术 0N 130 4800元/年 软件与应用技术类

安全防范技术 0R 160 4800元/年 网络技术类

合计 310

T20 2022年7月15日 星期五特刊

问：请介绍一下学院的特色学科和优
势专业情况。

答：山东经贸职业学院位于世界风筝
都潍坊市区。学院拥有现代金融、会计2个
省级品牌专业群，智慧财务与金融专业群
立项建设山东省职业教育高水平专业群，
智能会计专业群被评为潍坊市职业院校高
水平专业群。拥有连锁经营与管理、资产评
估与管理2个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建设专
业，市场营销等4个专业被教育部认定为骨
干专业，电子商务专业被省教育厅确定为
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大数据与会计、关务
与外贸服务、现代物流管理等6个省级特色
专业，大数据与审计、市场营销等4个全国
供销合作社系统特色专业，大数据与财务
管理、旅游管理等9个山东省技能型人才培
养特色名校重点建设专业，金融服务与管

理、现代物流管理等3个潍坊市产业重点对
接专业。金融服务与管理专业为省教育厅
确定的职业院校与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分段
培养试点专业。

问：学院的实训条件以及校企合作情
况怎么样？

答：学院高度重视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与山东仁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海程邦
达等单位合作建设了“航空实训基地”“无
人机实训室”等高起点、硬件一流的校内
产教融合型实训基地，形成了集教学、科
研、培训、鉴定、技能大赛等功能为一体
的校内实训基地群。现拥有校内产教融
合型实训基地22个，校内实训室110个，
其中中央财政支持的实训基地2个、省财
政支持的实训基地1个。牵头成立山东省
农村现代经营服务职业教育集团、山东

省资产评估联盟和潍坊市会计职教集
团，现有1个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18个“1+X”证书试点项目、6个校企合作
办学项目，形成了以平台为载体，以项目
为驱动，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格局。

问：请介绍一下学院国际交流合作情
况。

答：目前，学院已与爱尔兰莱特肯尼理
工学院、韩国嘉泉大学、韩国湖南大学、加图
立关东大学、日本神户电子专门学校、新加
坡东亚管理学院、马来西亚思特雅大学、泰
莱大学等25所国(境)外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
关系，并开展了包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出
国专升本、专升硕以及半工半读等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合作。

截至目前，学校先后有103人通过相
关项目赴韩国友好学校留学，4人赴爱尔

兰留学。学院为了切实提高学生语言水
平，常年聘请来自美国和韩国的外籍教
师，强化语言教学，助力学生出国留学、
就业。学院与韩国湖南大学会计专业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获省教育厅批准并在教
育部备案，项目共引进10门外方课程(均
为核心课程)，由外方派遣教师到学院授
课，进一步提升了学院会计专业的办学
水平。

问：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答：学院通过不断加强就业创业导

师队伍建设，增强学生模拟演练与实战，
多渠道拓展就业市场等措施，全面推进
毕业生高质量就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
去向落实率一直稳定居高，毕业生就业
岗位与专业相关度较高，连续几年被评
为最受用人单位认可高校。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经贸专业特色突出，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

潍坊科技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由寿
光市人民政府举办的一所全日制应用型普
通本科高校，潍坊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试验区试点院校、定向培养士官试点高校、
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培育)建设单位、山东
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首批支持高校。校
园占地2400亩，在校生3 . 5万余人。

问：学校的师资力量如何？
答：学校有教职工近2200人，中国工程

院院士尹伟伦受聘为教授、名誉校长，引进
博导张友祥、崔希海、李强、宋彧等教授，副
高级及以上教师达525人，硕士及以上1345
人，双师型教师611人，80人受聘为东北师范
大学、沈阳工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师
范大学等高校博导硕导,组建了以院士、专
家、博士、教授为主体的科研团队，系列应用
性研究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支持。

问：学校有哪些办学特色？
答：学校现设14个二级学院、58个本专

科招生专业，其中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
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个、卓越农林人才教育
培养计划试点专业1个，山东省优势特色专
业5个，山东省一流专业建设点、一流课程
16个。建有3个省级科研创新平台，5个省级
工程技术中心和重点实验室。

学校围绕农业发展需求和“申硕”目
标，重点打造“贾思勰农学院”，建设山东省
种业发展智库。自主研发57个蔬菜花卉新
品种，15个蔬菜新品种通过鉴定，申请品种
权保护15个，“天潍”系列等27个新品种在
农业农村部登记，“潍科”系列番茄项目获
中国技术市场金桥奖。制定了山东省农业
领域地方标准4项、潍坊市标准2项。校园内
建设了寿光市软件园，被确定为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学生参加全国、全省大学生
“挑战杯”创新大赛、数学建模竞赛等获特
等奖、一等奖200多项。

问：学校的专升本、考研情况如何？
答：在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中，

潍坊科技学院2022届普通本科毕业生有
579人被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
国人民警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南大学
等高校录取，近年来累计共有4180人考取
硕士研究生，在全国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
2022年硕士研究生考试中，涌现出了一批
“考研宿舍”“考研班级”。贾思勰农学院的9
个宿舍共35名同学全部考研成功。2018级
园艺1班、设施农业科与工程班、食品质量
与安全班三个班的考研录取率超过85%。
潍坊科技学院考研录取率连续十年超过
30%。学校专升本考试录取人数连续19年

位列全省同类学校第一。
问：在学校就读可以获得奖学金吗？
答：2021年，学校共发放奖(助)学金及

建档立卡免学费1951 . 137万元，为服兵役
学生办理2019年以来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及
学费减免2797 . 68万元，发放退役士兵国
家助学金968 . 63万元，为贫困生办理生源
地助学贷款2246 . 6万元，贫困生勤工俭学
岗位工资26 . 524万元，建档立卡学生假期
走访14 . 45万元，贫困生医疗救治及生活
补助9 . 2万元。通过多元帮扶、精准资助，
逐步建立健全了国家助学贷款和奖(助)学
金为主，包括奖、贷、助、补、减和“绿色通
道”、社会捐助等在内的完整资助体系，有
效确保困难学生成长成才。

问：学校招办的联系方式是？
答：学校招生咨询电话是 0 5 3 6 -

5109220 5109282。

潍坊科技学院
山东首批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单位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是山东省
唯一一所警察类高等职业院校，始建
于1982年，前身为山东省法律学校，
2006年升格为职业学院，2009年被中
央政法委、中组部、司法部等15部委确
定为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
院校，2016年被省教育厅批准为“3+2”
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试点院校，2018年
被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人社部、司法
部等国家六部门确定为司法行政机关
人民警察定向招录院校，2019年被山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为省
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先后
加挂山东司法行政学院、山东律师学
院、山东省委党校省司法厅分校牌子。
学院实行学历教育与干部教育培训一
体运行的办学体制。

学院现有燕山、明水、青岛三个
校区，占地550余亩。燕山校区位于风
景秀丽的济南市区燕子山脚下，明水
校区位于山川秀美的济南章丘大学
园区，青岛校区位于环境优美的青岛
市八大关景区。学院办学条件优良，
基础设施齐全，建有模拟法庭、模拟
调解庭、教育矫治实训室、安全防范
监控室、速录室、功力训练场、障碍训
练场、警体馆等校内实训场所；在省
人民检察院法警总队、济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省女子监狱、济南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等
单位设有69个校外实习就业一体化
基地。

学院设有法律实务系、警务系、
公共安全系、司法行政系、警务实战
技能教研部、公共基础教研部、思想
政治理论教研部、继续教育部8个教
学系部，在校生规模8200余人。有全
国司法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2人，2人荣获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
教学名师荣誉称号，2人主持山东省
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1人主持山东
省职业教育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2人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3个专业教
学团队为省级教学团队，1人获省级
优秀辅导员，多名中队长在全省辅导
员技能大赛中荣获一等奖、二等奖等
优异成绩。学院从司法行政机关、公
安局、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国
内同类院校及其他企事业单位聘请
知名行业专家作为学院的兼职教师。
专兼职教师的学历结构、知识和技能
结构较为合理。

学院建有1个省级高水平专业
群、2个省级品牌专业群，共开设刑事
执行、刑事侦查技术、司法信息安全、
行政执行、法律事务、法律文秘、民事
执行、司法警务、社区矫正、司法信息
技术、安全防范技术、大数据技术、信
息安全技术应用、应急救援技术、建
筑消防技术、安全保卫管理等16个专
业，其中刑事执行、刑事侦查技术、司
法信息安全、行政执行专业为司法行
政警察类专业，司法警务、刑事执行、
刑事侦查技术、司法信息技术、司法
信息安全、行政执行等6个专业为司

法类国控专业。其中2个专业为中央
财政支持重点建设专业，2个专业被
教育部认定为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骨
干专业，3个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

建校40年来，学院始终坚持“政
治建校、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
校、文化塑校、科学治校”的办学理
念，坚持警务化管理育人模式，形成
了“法警并举、文武兼备，专本套读、
提高层次，便捷入警、服务行业，教育
培训、一体运行”四大办学特色。建校
至今，学院共为社会特别是基层政法
系统培养输送了30000多名优秀法律
人才，许多毕业生已成为政法系统的
骨干力量，有些已走上基层政法部门
的领导岗位。学院的建设发展受到上
级部门和社会的充分肯定，先后荣获
全省职业教育先进集体、全省司法行
政系统先进集体
等荣誉称号，被
司法部荣记集体
一等功，被教育
部批准为高教自
学考试“全国示
范 学 习 服 务 中
心”试点建设单
位。

燕山校区地址：济南市历下区二环东路6997号 明水校区地址：济南市章丘区章莱路3555号 传真：0531-88947574
咨询电话：0531-58663619、0531-58663620、0531-58663621、0531-58663622 网址：http://www.sdsfjy.com/ 电子信箱：ssjyzb@163 .com联系方式

警察类高职院校 全省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公务员)定向招录院校 驻济公办 报考代码：E082

学院2018年被中央机构编制委

员会、人社部、司法部等国家六部门

确定为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公务

员)定向招录院校。刑事执行、刑事侦

查技术、司法信息安全、行政执行专

业为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考生报考

前须参加我院组织的政治考察、面

试、体检和体能测试，时间：7月22日

至24日，具体标准详见学院2022年《招

生章程》。

山东省司法行政机关自2019年

起每年面向我院司法行政警察类专

业毕业生实行定向招考人民警察(公

务员)，学院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毕

业生均可参加定向招录考试，考试通

过后即成为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

欢迎报考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

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定向招录政策解读

学 院 概 况

招生信息平台

线上全景VR校园

2022年专科(高职)招生来源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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