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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设施农业、海洋化工、智能制造三大学科特色

潍坊科技学院这仨学科都不简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尹明亮

服务“智慧农业”
培养“新农科”人才

春意渐浓，在中国(寿光)国
际蔬菜科技博览会9号展馆，200
多个品种的蔬菜以不同的方式展
示着自己的风姿，也展示着潍坊
科技学院蔬菜园艺的成果，这个
一万平方米的展厅完全由潍坊科
技学院建设管理，也是学校设施
农业科研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

“立足蔬菜之都，学校这些年
来积极探索“新农科”建设，开展
人才培养、应用研究、品牌打造，
建立了从良种研发推广到智慧农
业服务的科研创新平台，构建了
覆盖设施农业全产业链的专业服
务体系。”走在展厅里，对于学校
近年来的学科建设，潍坊科技学
院农学与生物工程学部主任、设
施园艺研究院院长郎德山介绍
着，与产业对接，潍坊科技学院近
年来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在2019年的寿光菜博会上，
来自潍坊科技学院的一个西红柿
新品种“玉玲珑”曾成为展会上的

“明星”，这个潍坊科技学院培育
的西红柿新品种依靠完美的口感
成为“品质王”。

“这只是学校在蔬菜新品种
培育中的一个代表。近年来，学校
自主研发了28个蔬菜花卉新品
种，累计推广试种面积达15万
亩。”郎德山介绍，在潍坊科技学
院，从新品种培育到栽培技术再
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农业设施工
程等领域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
科特色。

在潍坊科技学院，学科的升
级还在继续。在学校副校长李广
伟看来，学校设施农业学科的目
标是要进入全国新建涉农本科高
校前列。眼下，一些高水平的科研
机构和科研工作也承载着学院在
学科发展方面的愿景。山东省高
校设施园艺重点实验室、山东省
设施园艺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山
东省农业大数据软件工程技术中
心、山东省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
蔬菜产业学院、农圣文化研究中
心、新时代乡村振兴研究院等研
发中心和科研平台这些年陆续建
立起来，目前，潍坊科技学院正与
贵州大学联合创建“农蔬区块链”
重点实验室，将大数据技术应用
于农业的整个产业链。

“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的是

掌握各种新技术的‘新农科’人
才，需要以设施农业引领多学科
交叉融合，培养复合型、应用性新
农科人才。在潍坊科技学院，这涉
及园艺技术、设施农业、生物技
术、计算机技术、机械设计、农林
经济管理等本科专业。”潍坊科技
学院经济管理学部主任、新时代
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友祥
教授介绍，“潍坊科技学院独具特
色的设施农业学科的发展是要为
未来‘智慧农业’培养高科技的

‘新农科’人才。”

服务“黄蓝”
走向海洋精细化工

寿 光 蔬菜之都的盛名在
外，许多人不太清楚，寿光其实
还有一个别名“中国海盐之都”，
寿光的盐化工走在全国前列。
对位于寿光的潍坊科技学院来
说，海洋化工也成为学校的一大

特色。2019年，潍
坊科技学院的化学

工程与工艺专业入选
了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
“把海洋化工打造成为学校

的特色学科，学校也将围绕化学
工程与工艺专业这个中心来建
设。”潍坊科技学院教务处处长黄
宗经介绍。

“专任教师24人，其中教授3
人，副教授10人，专业的师资力量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潍坊科技学
院环境与化工学部主任、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工程研究院院长崔鑫
介绍，在寿光，地下卤水资源丰
富，海洋化工产业集中。近年来，
随着一系列实验室的建立和发
展，科研人员的努力，潍坊科技学
院的海洋化工早已不是单纯的盐
化工，而是朝着更深度、更精细的
方向推进着。

在潍坊科技学院，科研人员在
山东省教育厅“山东半岛卤水资源
高值化绿色化综合利用工程技术
研发中心”和山东省科技厅“山东
省海洋精细化工绿色化高值化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两个省级科研平
台上探索着新的研究方向。

“海洋化工的前景其实很广，
向海洋要药物，在生物质材料以
及药剂的研究上，学校已经有了
不少突破。向海洋要材料，在开
发低污染高附加值新型材料，优
化生产工艺方面，我们为海洋化
工产业产业链的延伸提供技术
支持。保护环境，针对化工企业
存在的三废问题，学校进行着检
测技术和治理方法的研究。这些
都是学校海洋化工的最新发展
方向。”崔鑫介绍，在三个方向
上，潍坊科技学院其实都已经建
立了完备的研究团队，其中“化
工资源清洁利用创新团队”获省
教育厅人才引育计划立项建设，
整个化工方向科研成果也比较
突出，每年大约立项各类纵向课
题10余项，发表研究论文30余
篇，SCI等高水平有20篇左右，授
权发明专利6-8项。“科研服务地
方经济和学科建设的作用非常
显著。”崔鑫说。

服务智能制造
打造新工科集群

“以机器人工程专业为中心，
学校工科专业也将在整体上实现

信息化的改造和提升。”说起潍坊
科技学院着力打造的智能制造特
色学科，黄宗经介绍。

实际上，自机器人工程专业
2018年成立以来，潍坊科技学院
的工科专业群已经发生了不小的
变化。在学校的42个本科专业中，
电气自动化学院、计算机软件学
院、机械工程学院共11个专业都
与智能制造有着关联。

“基于信息技术和新工科的
理念，各个专业课程中信息类课
程都超过了15%。”潍坊科技学院
机电信息学部主任李强介绍，以
车辆工程专业为例，在信息化的
改造下，已经与传统的车辆工程
专业大不一样，“汽车在朝信息化
的方向进化，专业建设也要紧跟
科技的步伐，学校的的车辆工程
专业也正在申报山东省虚拟信息
教改项目。”

2018年，潍坊科技学院成为
全国性新工科组织“信息技术新
工科产学研联盟”的一员。

2020年，潍坊科技学院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将首次招生，这
个学校最年轻的专业，也将是学
校“新工科”集群里一个新的样
板，学校将与中国机械工业协会
筹建协会校企共建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专业。“双方将共同推进这
个专业国际工程专业认证，学生
毕业后除了毕业证、学位证，还将
获得一个国际认可的的国际工程
师证书。”李强介绍。

在潍坊科技学院，华为软件
学院、东软学院、中兴班、歌尔班、
汇邦机器人班……学校与高新技
术企业合作，推进着智能制造教
育的开展，汇邦机器人学院从去
年开始招生，中兴班则计划从
2020年开始招生。在李强看来，来
自于企业的高级工程师、最先进
的科技，也为智能制造人才的培
养提供着最直接的助力。

“智能制造所倡导的创新教
育也反映在学生的成长中，目前
学校里的大学生科技社团就有7
个。”李强介绍，更直观的变化则
是近年来学校大学生在全省以及
全国创新大赛中的获奖情况，
2019年，潍坊科技学院大学生团
队获得国家级大赛一等奖4项，二
等奖2项，三等奖3项，而在2017
年，这个数量总共只有两项。

“对学校的海洋化工和智能
制造两个学科领域来说，综合实
力进入全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前
列，未来三到五年，这也是学校学
科发展的一个目标。”潍坊科技学
院副校长李广伟说道。

“围绕服务乡村振兴和新旧动能转换，培育设施农业、海洋化工、智能制造三大学科特色。”
2020年1月，在学校教职工大会上，潍坊科技学院校长李昌武说到，将争取通过三至五年的实践，
将三个学科方向建设成为学校特色创建的重要标志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地处蔬菜之都寿光，潍坊科技学院算是一所年轻的大学，经历30多年的发展，潍坊科技学院
的学科特色日渐突出，其实在设施农业、海洋化工、智能制造等领域，已经有了非常不错的积淀。

▲潍坊科技学院老师在蔬菜花卉繁新品种育基地指
导学生实践

潍坊科技学院汇邦智能制造学院公共实训基地

山东英才学院创建于1998年，2008年

升格为普通本科高校。2014年被省教育

厅、财政厅确定为山东省民办本科高等教

育特色名校立项建设单位，2015年通过教

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2017年被山

东省学位委员会确定为硕士学位授予立

项培育建设单位。

问：今年是山东实施新高考的第一

年，在新高考背景下山东省的优秀考生如

果想报考山东英才学院，往年的录取分数

或者位次还具备参考意义吗？考生考到多

少分，或者在山东省达到什么位次比较有

把握被录取？

答：往年高考分数在本科资格线上15

-20分，考生报考我院普通本科希望较大。

但是由于2020年招生录取模式变动较大，

考生填报志愿不要把往年的录取分数位

次直接拿来对照选择学校和专业。建议考

生登陆“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查

询近三年普通高考本科普通批首次志愿

录取情况统计表，了解到过去三年每个高

校在文理分科的情况下，每个专业的录取

最低分、最低位次以及该专业的录取平均

分。根据自己的位次及往年情况，结合今

年招生计划填报志愿。

问：2020年新高考高校专业招生对选

考科目有了要求和限制，山东英才学院对

选考科目做了哪些要求？请提供一个方便

考生查询的方式？

答：我校各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是高校

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对学

生学习要求自主确定的。考生可以从山东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招生动态>2020

年拟在山东招生普通高校专业(类)选考

科目要求一文中查询我校选考科目情况。

问：据我们了解山东英才学院一直很

重视和支持学生的专升本，学校的专升本

适合哪些人报考？哪些专业招生？报考条

件、考试时间是？

答：我校今年首次招收专升本。根据

山东省教育厅文件考生报考专升本需同

时满足以下基本条件：1、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及其他法律法规。2、身体健康。

3、专科学习期间无记过及以上纪律处分，

或专科学习期间受到记过或留校察看纪律

处分，但报考前已解除处分的。4、2020年8

月底前取得普通专科毕业证书。5、应届专

科毕业生须通过毕业高校的综合素质测评

获得学校推荐资格，或通过报考高校的专

业综合能力测试获得考生自荐资格；退役

士兵(含应往届)均具有报考资格。

应届专科毕业生可通过高校推荐或

考生自荐的方式获得报考资格，并选择与

本人专科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专业(限

一个)报考。

我校专升本招生专业有学前教育、土

木工程、市场营销、工商管理、护理、物流管

理等六个专业。受疫情影响，专升本考试延

迟，请考生定期关注我校官方网站通知。

问：就业问题也是很多考生和家长在

报考时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从山东英才

学院毕业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发展，

请问咱们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如何呢？

答：学校始终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工

作，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山东省相关方

针、政策和文件精神，以提升毕业生就业

质量为重点目标，提出了“检验教学质量

的标准是就业”、“以学生为中心，以就业

为导向”的口号，扎实开展就业创业指导

和服务工作。学校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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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

在95%以上，就业质量稳步提升，诸多毕

业生先后进入联想集团、中国重汽、青岛

海尔、青岛海信等著名企业工作，或者考

取了悉尼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国际名校研

究生，以及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

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研究生、博士生。

2013年获得教育部“全国毕业生就业

典型经验高校”称号，由教育部委托国家

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调查用人单位

对毕业生的满意度，山东英才学院排名被

调查的全国41所省属本科高校第一位；

2017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高校实践育人

创新创业基地”，是全国唯一入选的民办

高校；同年被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授予“全

国民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学校”；

2018年获得教育部“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

验高校”50强称号；同年，毕业生崔恩斌获

第四届“山东大学生十大创业之星”荣誉

称号，并位居十佳榜首。

报考咨询电话：0531—88253000，88253001

学校网址：www.ycxy.com

创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山东英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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