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7月21日讯(记者
韩晓婉 王小涵)学一技之长，
做大国工匠。7月20日，第四届山
东省技工院校成果展暨招生咨
询会在济南高新会展中心举行，
20家技工院校和三万名考生、家
长参加展会。本次活动由山东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联合主办。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展
的20家技工院校纷纷亮出了
自己的“绝招”，VR、无人机
等新技术、新设备齐亮相，现
场还有花艺、糖艺、咖啡、茶
艺等技能体验，吸引了不少
考生及家长的关注。

第二届山东省青年技能形

象大使评选结果也在现场揭
晓。结合候选人所获荣誉、社会
贡献、取得经济效益等因素，经
过网络票选及专家综合评定，
最终推选出五名青年技能形
象大使。其中，职工两人，为
德州黄河河务局李涛、潍柴
集团管亮；教师一人，为济宁
市技师学院孟庆站；学生两
人,为山东工业技师学院王祥
力、临沂市技师学院张富斌。

活动现场，山东省人社
厅副厅长侯复东，齐鲁传媒
集团副总经理、齐鲁晚报总
经理张天卫为获奖人颁发证
书。当选青年技能形象大使
的管亮表示，自己的经历，就

是技能成才的生动展示。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活动

首次设立“山东省青年技能冠
军星光大道”，邀请山东省参战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56个项目
的省冠军入驻“荣誉墙”。活动
现场，山东省首个世界技能大
赛金牌获得者袁强，登台分享
了自身经历，让考生和家长领
略了技能成才的魅力。

“技工院校作为技能人才
培养的主阵地，近年来，山东省
技工教育围绕服务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以立德树人、培育工匠
精神为办学根本，着力在院校
建设培育品牌、专业建设对接
市场、教育教学贴近企业、技能
培训注重质量上下功夫，为产
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技能
人才支撑。一是注重培育院校
建设的美誉度和品牌性。二是
注重保持专业建设的灵敏度和
示范性。三是注重加强校企合
作的契合度和紧密性。四是大
力实施全省技工院校服务脱贫
攻坚工作行动计划，对就读技
工院校的全日制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适龄学生和低保家庭退役
士兵，实行“五免一享”优惠政
策。五是注重发挥世界技能大
赛引领作用，对接世界技能人
才培养标准。”山东省人社厅职
建处处长张龙介绍。

据了解，山东共有技工院
校181所，其中技师学院43所，

高级技工学校34所，技工学校
104所；年招生13 . 5万人，在校
学生3 3万人；有专兼职教师
3 . 2万人。技工院校数量和在

校生数量都位居全国前列。截
至目前，山东省技能人才数量
达到1187 . 4万人次，其中高技
能人才307 . 6万人次。

第四届山东省技工院校成果展举行，VR、无人机、机器人齐上阵

精精彩彩！！2200家家技技工工院院校校现现场场秀秀绝绝活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涵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多年来，山东工业技师学
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围绕专业培养目标，大力
推进“四化三结合”教学模式，
逐步完善“基础教育信息化、专
业教育一体化、技能训练模块
化、生产实习岗位化”的四段式
教学体系；不断加强学校与社
会的联系，建设校外合作基地，
实现“校企结合、校校结合、产
学研结合”的“三结合”人才培
养方式转变，加快实用型创新
型和创业型人才培养，使学院
招生、培养、就业进一步贴近社
会需求。

在2017年第44届世界技能
大赛上，学院选手袁强获得工
业控制项目金牌，实现了我省
世赛金牌零的突破。在2018年，
第45届世赛全国选拨赛中，学
院选手获得1个第一名，2个第
二名，共有6名选手进入国家集
训队。在第八届全国数控技能

大赛上，15名选手全部获奖，其
中7人包揽了山东省代表队全
部一等奖，8人获得二等奖，3名
教师获得相关项目优秀教练称
号。2018年，学院被授予“国家
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
称号，成为全省技工教育界唯
一获此殊荣的院校。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学院以建设特色鲜明一流
技师学院为目标，面向化工、服
务社会，开设化工工艺、化工制
药、化工分析与检验、环境保护
与检测、化工机械维修、机电一
体化、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电气自动
化等20多个骨干专业，其中化
工类四大专业为“山东省技工
学校名牌重点专业”“全省技工
院校百强专业”“山东省级示范
专业群建设项目”。化工工艺专
业是人社部一体化课程改革牵
头院校，化工机械维修、化工分
析与检验专业是人社部一体化
教学改革参与院校。

近年来，学院师生在各级
各类技能大赛中屡摘桂冠，仅
2018年师生参加省级以上技能
竞赛21场次，共获奖项62个，其
中一等奖29个，二等奖21个，三
等奖12个。李华健同学经过层
层选拔，今年8月将代表中国参
加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化学实
验室技术项目。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学院坚持“规模适度、多元
发展、质量优先、特色鲜明、管
理精细、打造品牌”的办学理

念，抓好“高质量技能人才培养
体系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建
设、高层次专业建设、高素质管
理团队建设、高品位校园文化
建设”等五高建设，努力把学院
建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全国示
范性技师学院、开放式多元化
综合性的高技能培训基地和全
国文明单位。

学院始终坚持以服务为
宗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
高质量就业为目标，落实全部
推荐、优生优荐、个案指导、跟
踪反馈的就业工作原则，实现
了毕业生满意就业，高薪就
业。合作的单位有中国邮政、
北京汽车、京东集团、中船重
工 、吉 利 汽 车 、青 岛 海 尔 、
DHL、卡特彼勒等世界500强
企业。在办学过程中，先后与
徐工集团、中国重汽、奇瑞汽
车、三星重工等企业形成了稳
定的校企合作关系。同时，学
院积极响应国家脱贫攻坚工
作，于2016年开始联合聊城市
扶贫办，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子女进行技能扶贫，实行“五
免一享”政策。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作为交通类技工院校，汽
车学院是最具实力、学生最多
的二级学院，目前在校生4000
余人。学院的汽车维修专业是
人社部一体化教学改革试点专
业；机电一体化、电子商务、铁
路客运服务等专业发展迅猛。
此外，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专
业是人社部一体化课改专业
(牵头院校)。

近几年，学院的就业率一

直保持在98%以上，从去年开
始又提出优质就业的口号，学
院同临沂市交通局、临沂市公
路局、临工集团、山重建机等企
事业单位建立就业合作关系。
在此基础上，为加强同企业深
度融合，学院同远通集团、广汇
集团、鲁南制药集团等知名企
业共同建有企业“冠名班”“精
英班”，校企双方共同制定教学
计划，共同授课，共同培养，真
正做到把企业引进了课堂、把
课堂搬进了企业。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烹饪是学院的王牌专业，
中式烹调专业创立于1972年，
2013年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
业，2014年被评为山东省省级
示范专业群项目，在国内餐饮
行业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近两年来，学生参加各类
技能大赛，荣获国家级一等奖
47项，省级一等奖89项。学院
选手曲笛代表中国参加第44
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
项目比赛，获得优胜奖，成为
中国西餐第一人。

学院十分重视人才培养
质量，毕业生合格率、专业技
术 等 级 证 书 领 证 率 达 到
98 . 5%以上；与近百家企业建
立长期稳固的校企合作关系，
为毕业生提供就业保障，就业
率在96%以上。

学院发挥世界技能大赛
高端引领作用，促进技工教
育与世界先进标准的对接。
充分利用集团的行业优势，
与 鲁 商 集 团 所 属 企 业 开 展

“订单式培养”、设立“企业冠

名班”、半工半读、顶岗实习
等多种形式的合作。

潍坊市技师学院

学院设有机械工程系等8
个教学系部，开设数控加工、汽
车检测与维修、电气自动化、烹
饪与酒店管理、市场营销、会计
电算化、电子商务和幼儿教育
等40多个专业。

近年来，学院先后与企业
共建校企合作专业有：高铁、航
空、邮轮、学前教育、烘焙西点
咖啡、无人机、工业机器人、电
子竞技等13个专业。同时，学院
形成了以赛促教、以赛促专业
发展的教学模式、先后承办了

“技能中国行2006-走进山东”
技能展示交流活动，山东省“技
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中国电
子竞技大会山东赛区总决赛，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园艺、
制造团队挑战赛、酒店接待四个
项目的山东省选拔赛。在此基础
上，学院积极探索将大赛标准
融入专业建设和教育教学改
革，按照大赛标准设计和实施
教学，按大赛要求考评教学，使
教师对前沿技术了解更深，对
企业所需人才标准理解更透。

如如何何实实现现技技能能成成才才？？66家家王王牌牌院院校校推推荐荐给给你你
报考全省技工院校，请关注“未来大工匠”小程序

近年来，理论与实践并重、
能紧密贴合产业实际、胜任一
线岗位的技工院校毕业生，可
谓是企业争抢的“香饽饽”。日
前，“未来大工匠”小程序上线，
为家长考生提供技能资讯、专
业推介，并实现一键报名。在此
基础上，如何选一家靠谱的好
学校？听6家培养出技能冠军的
王牌院校怎么说。

第四届山东省技工院校成果展暨招生咨询会现场。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扫码关注“未来大工匠”小程序

潍坊市技师学院带来糖艺展示。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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