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级学院 专业名称 学制

护理学院 护理 三年

人文艺术与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三年

早期教育 三年

医学院

临床医学 三年

口腔医学 三年

针灸推拿 三年

中医学 三年

中药学 三年

医学影像技术 三年

医学美容技术 三年

口腔医学技术 三年

康复治疗技术 三年

医学检验技术 三年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三年

商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三年

市场营销 三年

电子商务 三年

旅游管理 三年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三年

工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三年

工程造价 三年

建设工程管理 三年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三年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三年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三年

计算机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三年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三年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三年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三年

软件技术 三年

数字媒体技术 三年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坐落于国家战略经
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与山东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交
汇处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新材料名都淄
博市，是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
案、省财政厅拨款建设的省属公办全日制
普通高等学校、山东省首批技能型特色名
校、山东省优质高职院校、山东省教育信息
化示范校、山东省文明单位、山东省校企一
体化示范院校、山东钢铁集团人才培养基
地、3+2专本贯通试点院校、国家现代学徒
制试点院校、国家数字化校园建设样板校。
连续两年在山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质量
年度考核工作中获“A”等次。

现设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院、冶
金与汽车工程学院、建筑与信息工程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和基础教育与艺术学院，占地
1000余亩，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纸质藏书85
余万册，开设专业48个，在校生14000余人。

问：介绍一下学校的地理位置和校园
特色

答：学校东邻齐国故都，西接“大染坊”
故址，南望柳泉居士，北濒渔洋故里；建有
覆盖全院的计算机网络和电化教学网络；
建有省教育厅评定的标准化学生公寓和餐
厅；学校山湖楼亭，路台馆场，绿树花草，四
季常青，是融集智能化、园林化于一体的省
级花园式单位。

问：请介绍一下学校的专业建设情况
答：山东工业职业学院设有48个高职专

业，涉及冶金类、制造类、控制类、信息类、财
贸类、建筑类、汽车类、艺术类等8大专业群，
其中国家级骨干专业3个、央财支持重点建设
专业2个、山东省高水平专业群1个、山东省技
能型特色名校重点建设专业9个、山东省品牌
专业群2个、山东省品牌特色专业6个、山东省
优质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专业群5个、山东省“3
+2”专本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试点专业1个、山
东省企校共建紧缺工科专业2个、省级其他校
企合作专业7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2个。

问：请谈一谈学校的就业情况
答：学校以实现优质就业为导向，坚持

产教融合，深化校企一体化办学，就业质量
和就业率保持较高水平。与山钢集团、青岛
特钢、齐鲁制药、新华医疗、歌尔集团、京东
集团、日照钢铁、海尔集团、海信集团、吉利
汽车、鲁丽钢铁、一诺威公司、中国重汽等
企业达成长期供需意向。毕业生遍布环渤
海经济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长三角一
体化示范区，近几年就业率居高不下。毕业
当年可通过普通专升本，实现自己的求学
深造梦想。

咨询及联系方式：
0533-8407001(传真)、8407007、8407077
学院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技术开

发区张北路69号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坚持产教融合 深化校企一体化办学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是经山东省
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
普通高等学校，是山东省“花园式学校”，
曾被评为中国教育总评榜“社会满意度”
十佳院校、济南市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培
育项目单位等，以优秀成绩通过教育部第
一轮评估和第二轮评估。

问：学院今年招生计划是多少？
答：2022年国家计划内专科招生5700

人(包含单招计划)，山东省内五年一贯制
专科计划1700人。具体专业招生计划请参
看学校官网。

问：学校的基础设施怎么样？
答：学校建有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的学

生公寓，灯光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五

人制足球场、高标准篮球场，瑞星咖啡等
知名休闲生活品牌入驻校园，宿舍公寓全
部配备空调和自动洗衣设备，部分公寓和
教学场所配备电梯设备，给予学生更多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问：学校的教学特色是什么？
答：资深教育专家指导下的导师负责

制；省级教学名师带领下的教学团队；真
实职业情景下的理实一体化教学；1个省级
高水平专业群、2个省级品牌专业群、3个省
级特色专业；1+X证书培养。

问：学校学生管理有哪些特色？
答：科学周到的成长服务体系：半军

事化、寄宿制、封闭管理；公共场所智能
监控全覆盖；高素质生活指导教师24小

时照护；专业安保人员24小时全天候巡
逻等。

问：学校在实习就业方面有哪些特
色？

答：近年来，学校始终紧跟区域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节奏，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
技术技能人才十余万人，涌现出大批被社
会和企业认可的技术精英、知名工匠。学
校还与浪潮集团、江苏省建集团、济南黄
河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国有企
业、上市公司、500强企业有着稳定的合作
关系，可为学生提供10000余个实习和就业
岗位。

问：请介绍一下学校的国际交流情
况？

答：我校坚持国际化办学理念，与日
本、韩国、加拿大等十多个国家建立友好
关系，包含专升本、本硕连读、订单班、短
期研学等多种形式的交流项目，均可得到
中国教育部认证。

问：学校的学历提升有哪些方面？
答：学校为有意升本的同学提供全方

位的自考本科、统招专升本指导，致力于
打造山东省高升本率重点院校。

问：学校对于创新创业有哪些支持？
答：学校被认定为济南市大学生创业

孵化基地。建立创新创业导师库，邀请政
府创新创业指导专家、国企高管和知名企
业家来校指导创新创业工作。

招生电话：0531-83139188 83139177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职业教育特色多元 多渠道成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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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招生简章

山东协和学院创建于1993年，坐落于
山东省会济南，是国家教育部批准的普通
本科高校、山东省财政支持的本科“特色名
校”建设单位、山东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
首批支持单位、山东省智慧教育示范校创
建单位。

现开设普通本科专业37个，普通专科升
本科专业33个,普通专科专业31个，形成了医
学、文学、工学、管理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
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建设格局。

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是山东省首批
实行学分制的民办高校。学校实行弹性学
制管理，本科专业标准学制为4年(口腔医
学、音乐学为5年)，弹性修读年限为3—6
年；专科专业标准学制为3年，弹性修读年
限为2—5年。实施学业导师制度，指导学
生选课、制定学习计划、制定职业生涯规
划及实习就业等。

学术研讨氛围 学校大力营造学术氛
围，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来校举
行学术讲座、举办不同层次学术研讨会、开

展学术交流，让学生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提升创新思维能力。
学校连续承办了六届“环渤海高等教育论
坛”，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服务与管理 学校建立健全了“奖、
贷、助、补、减”以及社会资助并举的资助体
系，奖助学金分别为：国家奖学金、国家励
志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省政府励志奖学
金、泉城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等。

回报社会情怀 学校坚持在回报社会
中育人，在服务社会中发展。是全国首家开
展“万名乡村医生免费培训计划”的高校，
自2005年至今，连续17年累计义务培训乡
村医生3万余人。

报考须知

★招生范围

学校在山东、陕西、四川、浙江、吉林、
安徽、新疆、山西、福建、内蒙古、黑龙江、辽
宁、江苏、甘肃、河北、河南、贵州、广东、广
西、云南、青海、宁夏、重庆、西藏、天津、海
南等26个省份投放招生计划。

★报名方式

1 .按各省(市、区)招考院统一要求填
报志愿、录取。学校报考代码、招生专业及
计划数可查阅各省(市、区)招考院编制的

《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指南》或
《招生考试报》。

2 .凡报考国际留学的考生可持身份
证、毕业证书、高考成绩单直接到学校或学
校驻各省、市报名处办理报名手续。

★录取规则及其它

1 .执行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招生考
试院关于2022年招生的文件规定。2 .对考
生体检的健康要求：按教育部和卫生部下
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
见》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3 .录取结果的公
布渠道：各省考试院网站、电话查询、学校
招生信息网、录取通知书等。4 .各专业学费
详见各省(市、区)填报志愿指南。

★学校地址及联系方式

◆济南市历城区济青路6277号(郭店校区)
◆济南市高新区临港街道温泉路5688号
(遥墙校区)
网址：
www . s d x i e h e . c o m (联通 )

www.sdxiehe.edu.cn(教育网)

邮箱：
sdxiehezjc@sdxiehe.edu.cn

注：1 .山东省“春季高考”“夏季高考”各

招生类别考生报考代码、招生专业及计划数

可查阅《2022年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填报志

愿指南》，其他省份学校报考代码、招生专业

及计划数可查阅各省(市、区)招生考试院编

制的《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指南》或

《招生考试报》;2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

学、针灸推拿专业可参加全国执业医师资格

考试，中药学专业可参加全国执业药师资格

考试，护理专业可参加全国护士(师)执业资

格考试；3 .根据国家政策，考入我校的专科毕

业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参加普通高等教

育专升本考试，可以填报所报专业内的任何

高校，也可以选择报考山东协和学院专升本

对应的招生专业；4 .学生可以参加专、本套

读，我校是山东省第一批在校生实践课程考

核试点院校，对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等高校，在接受专科教育的同

时可兼修本科课程，成绩合格，可获本科毕业

证书和学位证书。获得本科毕业证后，还可以

直接参加考研。

普通专科招生专业一览

噪教育部批准的普通本科高校 噪山东省本科特色名校建设单位

噪山东省首批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单位 噪全国首批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噪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 噪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招生热线
0531-88795666
0531-88795777

山东协和学院
官方微信公众号招生热线：0531-88795666 8879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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