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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不限 3 45 8600

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不限 3 100 8600

0A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不限 3 90 8600

0C 应用化工技术 不限 3 100 7600

0F 数字媒体技术 不限 3 100 8600

0H 商务英语 不限 3 145 8600

0W 应用电子技术 不限 3 90 8600

0X 学前教育（师范类） 不限 3 100 9600

10 市场营销 不限 3 90 8600

11 建设工程管理 不限 3 135 8600

12 大数据与会计 不限 3 90 8600

15 护理 不限 3 90 9600

1K 园艺技术 不限 3 100 7600

1N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不限 3 45 8600

问：请介绍一下学校的地理位置和校

园环境。

答：学校位于山东省省会济南市，共

有南、北两个校区。南校区位于济南市高

新区，北校区位于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

步区，学校周围高新企业林立、新兴产业

聚集，为培养新时代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提供了丰富资源。学校校园环境优美，校

内绿化面积达63%，被授予“全国绿化模

范单位”“山东省花园式单位”“山东省绿

化先进单位”。

问：学校的专业优势是什么？

答：学校现有本科专业39个，专科专业

42个，构建起以工学、管理学为主，教育学

为特色，艺术学、医学等协调发展的学科专

业体系。建有教育部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

点专业1个、山东省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4

个、教育部产教融合创新基地试点专业2

个，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11个，省级重点学

科1个、省级示范专业2个。拥有国家级一流

本科课程2门、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2个，山东省一流本科课程17门。

问：学校毕业生就业前景如何？

答：学校根据社会需求设置专业，拓展

了订单式培养、共建创业孵化基地、校企联

合办学等多种合作形式，共同培养高水平

应用型人才，校内建有5000平方米的省级

创业孵化基地，2名毕业生获“山东省大学

生十大创业之星”。近几年，用人单位对毕

业生的满意度和毕业生对学校的满意度均

达到98%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呈现出“双

高双满意”的特点。2013年、2018年学校先

后获教育部“就业50强”和“创新创业50强”

典型经验高校等荣誉。

问：学校的办学特色是什么？

答：学校坚持党建引领，培养具有家国

情怀的时代新人；坚持地方性、应用型、开

放式办学定位，2021年获批山东省应用型

本科高校建设单位。与中兴通讯、中科曙

光、德国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

业构建基于优势特色专业的产教融合育

人平台，实现了所有专业校企合作全覆

盖。被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为国际本科

学术互认课程(应用型)项目承办单位，在

学前教育等四个本科专业开展国际合作

教育，联合培养国际化应用型人才。构建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打造多元化创新创

业教育平台，学生获批国家级、省级大创

项目300余项，参加学科竞赛获省部级以上

奖项1000余项。

咨询电话：0 5 3 1- 8 8 2 5 3 0 0 0，0 5 3 1-

88253001

山东英才学院
山东首批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单位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是由山东省

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职

业学校，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专业建设单位、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全国

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山东省优质

高职院校。荣获教育部“全国大学生 (高

职)综合满意度50强”，全国高职院校“服

务贡献50强”“育人成效50强”。

问：请谈谈学校的办学特色。

答：建校67年来，学校心无旁骛，着

力构建“从牧场到餐桌”全产业链的专

业体系。设有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

院、宠物科技学院、食品与药品科技学

院、农牧工程与智能化学院、经济贸易

学院，开设畜牧兽医、动物医学、宠物医

疗技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物联网应

用技术、电子商务等 2 9个专业，面向全

国30个省份招生，现有全日制高职在校

生 1 2 0 0 0多人，畜牧兽医类在校生数量

全国第一，是全国最大的畜牧兽医人才

培养基地。

问：请介绍一下学校的师资情况。

答：学校实施“丰羽”“展翅”“腾飞”

三大教师培育工程，拥有国家级教学团

队3个、省级教学 (教师 )团队1 1个、省级

创新创业导师团队 1个、省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 6个。拥有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人，全国高校教学

名师 1人，全国职业教育先进个人 1人，

全国优秀教师1人，山东省教学名师、高

职院校教学名师、全省教育先进工作

者、优秀教师、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创新团队岗位专家、山东高校十

大师德标兵、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名

师、山东省高端会计人才、省职业教育

青年技能名师、潍坊市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鸢都学者、潍坊市先进工作者

等40多人。

问：学校毕业生好就业、就业好、能

创业常被媒体报道，学生多次在国家级

比赛中获奖，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山东牧院毕业生一直供不应

求。每年毕业季，平均1名毕业生有十余

个岗位可选，毕业生就业率连续10年全

省领先。毕业生离校三年后自主创业率

近10%，涌现出一大批企业家校友。学生

综合素质高，六次荣获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冠军，荣获山东省第十四届大学

生运动会团体总分、金牌双第一，荣获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国赛银奖 2项、铜奖 1项，省赛金奖 6

项、银奖6项、铜奖4项，“挑战杯”中国大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决赛铜奖。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欢迎您!

咨询电话：0536-3081030、8581030、
3086253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全国最大的畜牧兽医人才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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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潍坊科技学院面向山
东、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江苏、安徽、河南、湖北、重
庆、四川、贵州、甘肃等15个省份招
生，共投放本专科计划7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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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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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围绕建设适应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以质量著称的应用型
特色名校办学定位，按照“规矩兜
底，科研先行，激励护体，内涵发展”
基本思路，围绕“减专、增本、申硕”
目标，以“青春潍科，为新毅行”为文
化引领，以党建、业务、管理、作风

“四位一体”为抓手，抓关键、重主
业、创特色、谋发展、做服务，全力推
动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

学校先后荣获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先进单位、全国应用型人才培养
工程产教融合示范基地、山东省就
业服务先进单位、山东省安全稳定
集体二等功等100多项荣誉，在2021
年山东省综合评估中位列省本科高
校分类考核第二名。

师资队伍

教职工2200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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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山东
师范大学等高校博导硕导。

人才培养

学校坚持质量立校，推行适合
的教育，教学质量逐年提升，育人
成绩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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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全国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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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多项。

产教融合

学校围绕农业发展需求和“申
硕”目标，落实《种业振兴行动方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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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接纳师生实习实训6500人
次，被确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学校获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赛
全国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是潍
坊地区所有高校独家获奖单位，今
年以来累计获教育部重点赛事省级
以上一、二等奖23项。油伦贺同学获
2022年“齐鲁最美大学生”，全省仅
有十名大学生获此殊荣。

学校地址：山东省寿光市金光街1299号

学校网址：http://www.wfust.edu.cn

电话：0536-5109220 5109282(招生办)

潍坊科技学院2022年专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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