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企业 订单培养岗位 招生专业 人数
性别比例
男生 女生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供电维护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50 46 4

机电一体化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30 30

站务运作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40 26 14

工务 铁道工程技术 50 50

车辆驾驶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30 30

合肥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站务员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40 24 16

福州市城市地铁有限责任公司 驾驶/检修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50 50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铁列车司机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40 40

供电维护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30 30

轨道维护 铁道工程技术 30 30

杭州杭港地铁有限公司
供电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30 30

信号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30 30

南通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司机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20 20

车辆检修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20 18 2

铁道供电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30 27 3

合计 520

教育机构 课程包内容 课时

德照黑带跆拳道
（4-12岁）

《遇到危险，你该怎么办？》 1节，共2课时

《无敌旋风腿》 1节，共2课时

《我要学着独立长大》 1节，共2课时

《跆拳道的魅力》 1节，共2课时

艺之行国际艺术教育
济南校区

（3-16岁）

儿童画（3-8岁，按年龄分为五个班）

任选一个班上4节正
课，共4-6课时

国画班

西画班

书法班

舞蹈班

语言表演班

哆菲宝贝亲子游泳
（0-7岁）

亲子游泳课（有教练） 1节，共1课时

自由戏水课（无教练） 1节，共1课时

家庭绘本课 2节，共2课时

原价2021元的12节暑期培训正课仅需99元

教育机构 课程包内容 课时

艾克瑞特
机器人教育

（3-18岁）

乐高大颗粒拼插-初级课（3-4岁）

任选一个班上4节正课，共4 . 5-6课时
乐高大颗粒拼插-中级课（4-6岁）

乐高小颗粒搭建课（1-3年级）

少儿编程课（4年级以上）

童具匠心·亲子手创（4-16岁） 巧手编圈圈 4节正课，共4课时

艾博睿教育
（3-12岁）

优文悦读课（7-12岁）

任选一个班上4节正课，共8课时精讲绘本课（3-6岁）

乐高大颗粒（3-6岁）

12节暑期培训正课仅需99元

科目丰富
超值价回馈家长

为了给孩子及家长在
暑期提供优秀的培训课程
资源，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在少儿培训需求及优质教
育培训机构之间搭建互动
的桥梁，特别策划推出了

“暑期聚惠课”少儿教培机
构优惠课程包活动，为孩子
的暑期教育培训选择提供
了更多的便利与实惠。

本次“暑期聚惠课”课
程包活动，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汇集各品类优秀少儿
教培机构的优质课程资源，
将机构的暑期培训课按价
位、品类、课程内容融合成
不同类型课程包，早幼教、
舞蹈、书画、游泳、跆拳道、
机器人、少儿编程等品类多
角度满足需求，用超值的价
位就能学习多门课程。家长
可根据自身需求为孩子选

择适宜的课程包，帮助孩子
度过一个丰富又有意义的
暑期。

两期课程包正在热卖
99元学三门正课

自上周活动推出以来，
目前已有两期“暑期聚惠课
99元课程包”在齐鲁壹点持
续热卖，这两期课程包涵盖
了德照黑带跆拳道、济南艺
之行国际艺术教育以及哆
菲宝贝亲子游泳俱乐部、艾
克瑞特机器人教育等六家
教培机构提供的特惠课程，
其中每期各推三家品类不
一的机构课程。此次“99元
课程包”共包括了三家机构
的各四节、共 1 2节暑期正
课，课程总价值超过 2 0 0 0
元，家长们现在在“壹点活
动助手”小程序上购买仅需
99元。报名成功后，将有机
构工作人员致电对接约课
事宜，后期按照课程时间到

机构出示报名信息即可使
用。课程包名额有限，家长
可扫描右下方小程序码了
解课程详情并在线抢课。

促进素质教育
欢迎教培机构合作

本次活动将利用齐鲁
晚报融媒矩阵进行集中推
广，其他机构优惠课程包也
将陆续上线。同时，活动诚
邀更多优秀少儿教培机构
参与合作，共同为提升孩子
素质教育，满足家长教培需
求提供助力。活动要求参与
机构有正规办学资质，社会
口碑良好，软硬件设施齐
备，有专业的师资队伍并有
较好的办学成果。参与合作
机构将获得齐鲁晚报融媒
矩阵分发、机构VR全景漫
游拍摄等合作回报。

活动咨询电话：0 5 3 1-
85193136 (贺照阳)

来来““暑暑期期聚聚惠惠课课””，，9999元元让让娃娃学学三三门门课课
齐鲁晚报少儿教培暑期课程包热卖，一次满足孩子暑期报班需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暑期聚惠课”001期

扫码报名“暑期聚惠课”001期 扫码报名“暑期聚惠课”002期

自7月17日齐鲁晚报“暑期聚惠课”课程包上线以来，目前已有两期品类不一的
课程包在齐鲁壹点上热卖，课程包活动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家长朋友的认同，很多
宝妈纷纷表示物超所值，值得为孩子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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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职业学院源于1951年建校的济南
铁路机械学校，历经济南铁道学院、济南铁
道职业技术学院等办学发展时期。2010年11
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为山东职
业学院。学院现由山东省教育厅直属管理，
是省内独具铁路行业背景的高等院校，也
是全国百所骨干高职院校之一。2017年9月，
成功进入首批“山东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
建设工程”立项建设单位。

学院紧密依托轨道交通行业，牵头组
建了山东省轨道交通职业教育集团，与百
余家大型国有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围绕“五铁一专”(“五铁”即：中国铁路各
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铁和中国铁
建集团各工程局、中车集团各公司、地方
铁路局、城市地铁公司，“一专”指的是港
务局、矿务局、钢铁集团等大型企业的铁
道专用线)轨道交通企业开展合作，为毕
业生和企业搭台架桥。学院连续三年就业
率保持在98%以上，每年有近70%的学生
进入高薪酬、稳定性好、具有良好个人发
展空间的轨道交通行业就业。学院实施订

单培养、定向输送、批量就业措施，每年为
济南铁路局、济南地铁、青岛地铁、杭州地
铁、深圳地铁、中车集团、中铁十四局、中
铁二十五局等国有企业输送毕业生数量
在2000人以上。近三年，被“五铁一专”等
轨道交通企业录取的毕业生，2017届有
2613人，2018届有2694人，2019届有2331
人。轨道交通相关企业招聘火爆，社会企
业需求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青岛港务
局、中交一航局、齐鲁制药、鲁南制药、中
建八局等企业成为学院用人大户。

近年来，正值城市地铁飞速发展、用人
需求猛增之际，学院牢牢把握机遇，自2007
年与深圳地铁组建首个地铁订单班，陆续与
无锡、青岛、宁波、济南、杭州、苏州、石家庄、
兰州、福州、太原、徐州、合肥、杭港、南通等
15家地铁公司合作组建订单班达130多个，
总人数5100余人，实现学生“入学即就业”。
2019年，学院将继续与青岛、杭州、杭港、福
州、南通、合肥地铁等企业开设订单班，涉及
驾驶、车辆检修、站务、供电、机电、工务、通
信、信号等多个岗位，招生计划520人。

对对接接轨轨道道交交通通产产业业需需求求，，
实实施施订订单单培培养养批批量量就就业业

山东职业学院联系方式：
学院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23000号
学院网址：http://www.sdp.edu.cn 官方QQ：800016365
学院招生网址：http://www.sdp.edu.cn/zs
联系电话：0531-66772233、66772211、66772188、66773226

山东职业学院2019年地铁订单预选班招生专业及计划
(学院招生代码C328，青岛地铁招生代码Y020)

(青岛地铁订单预选班招生计划与招生代码以山东省教育招生
考试院刊印2019年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指南为准。)

官方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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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7月21日讯 (记者
潘世金 )写作有什么方法和技巧？
一篇好的作文标准是什么？近日，
由山东省作家协会、齐鲁传媒集
团主办，齐鲁晚报、山东文学杂志
社、时代文学杂志社承办的“新东
方·百年育才杯”山东省首届中小
学生作文大赛启动。

大赛启动以来，组委会收到不
少学生的佳作，有家长表示，为什么
别人家的孩子能写出如此精彩的文
章，“秘籍”究竟在哪里？

为了解答学生、家长疑惑，帮助
学生提升其写作素养，20日19点整，
济南市历城二中名师王忠国老师入
驻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在情报站上
线为大家解答关于写作的疑惑。

如何提高语文素养？写作有没
有一定的方法或技巧？一个小时的
时间，壹粉们纷纷上线提问留言，王
忠国老师结合多年积累的教学经
验，和同学们、家长们交流探讨，四
千余人浏览了互动页面。

“高中作文评阅分基础等级和
发展等级，想要作文得高分，需要有
自己的亮点，在发展等级上多下功
夫。”王忠国老师建议，写作文有一
定的规律可循，首先需要阅读的积
累，丰厚的沉淀加上恰当的表达，才
能写一篇好作文。

此外，王忠国老师表示，学生盲
目套用“范文”不可取，但可以借鉴
优秀作文的写作技巧，结合具体作
文要求进行调整。

壹粉“阳光911”评论：“这个活动
非常好，不管是提问还是回答，句句有
技巧、有内涵，我也学到了好多知识。”

相关链接：

山东省中小学生作文大赛
等你来

“山东省中小学生作文大赛”是
一项服务于中小学生写作实践，引

导中小学生进行写作创新性尝试的
公益性作文竞赛活动，自2019年起
每年举办一届，今年是第一届，面向
全省中小学生征稿，不收取任何费
用。比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初
赛每名学生限交原创新作一篇。经
评委评定后，按照小学组、初中组、
高中组参赛组别筛选出若干名选手
参与现场决赛，各组别决赛采取统
一命题，匿名评审打分的方式,每份
稿件由多名评委审阅合议确定。

报名投稿方式:
1、报名及投稿邮箱 :sdszwds@

163 .com，请在邮件主题栏附上个人
信息(包括姓名、学校、班级、指导教
师及家长电话)；

2、手机端报名及投稿 :请扫码
关注“青未了”小程序，进入作文
大赛报名主页 ,按照提示流程报
名。或者关注“齐鲁校园直通车”
微信公众号，点击“作文大赛”目
录，进行报名投稿。

名名师师在在线线分分享享写写作作““秘秘籍籍””
寻找“齐鲁小作家”，首届山东省中小学生作文大赛正在进行

3、线下报名。线下报名点分
布在新东方济南学校市区各校区
和山东省 (除青烟潍 )新东方济南
学校各地服务中心处 ,以及百年育
才 (山东 )的各个校区 ,扫描下方二
维码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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