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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徐玉芹

6个专业入选

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青岛科技大学始建于1950
年，1956年迁至青岛，是一所以工
为主，理、工、文、经、管、医、法、
艺、教等学科协调发展、特色鲜明
的多科性大学。学校是山东省应
用基础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被
誉为“中国橡胶工业的黄埔”。

经过多年发展，学校现拥有5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5个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22个硕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15个硕士专业学
位类别。

学校学科特色鲜明，逐渐形
成了以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
程与技术、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
理等为代表的多个优势特色学科
群，其中化学、材料科学、工程
学等3个学科进入全球ESI学科
排名前1%，4个学科入选山东省
重点建设的“一流学科”行列，
数量和影响力居省属高校前茅。
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
有9个学科进入前70%，其中化学
工程与技术为B+，为省属工科高
校唯一。

2019年，教育部启动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青岛科
技大学共有20个专业获批为国家
级和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其中，
6个专业进入国家级一流专业建
设点，分别是机械工程、高分子材
料与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化学
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环境工
程。14个进入省级一流专业建设
点分别是：化学、应用化学、过

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测控技术与
仪器、材料物理、材料化学、金
属材料与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信息工程、自动化、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安全
工程、工商管理。

今年本科计划招7030人

新增人工智能专业

青岛科技大学目前形成了
“三地五校区”的办学格局，其中
绝大部分本科学生集中在青岛的
崂山校区和四方校区。崂山校区
主要有数理类、经管类、语言类、
机械类、计算机类专业，四方校区
主要是化学化工类、材料类专
业。中德校区坐落于青岛的黄岛
区，主要是中德工程学院和中德

技术学院。山东省化工研究院并
入学校后成立了济南校区，目前
没有本科招生。高密校区有7个普
通本科专业，另外还有贯通培养
本科等。

刘金鹏介绍说，青岛科技大
学今年计划招收本科生7030人，
较去年增加80人。在山东预计投
放近5000个计划。与许多高校按
照大类招生不同，青岛科技大学
今年继续采取按照专业招生模
式，“学校本科专业76个本科专
业，实际招生的还有130个左右的
专业方向。”

近几年，青岛科技大学结合
社会发展需求、自身学科优势以
及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需求，增
加了不少专业。2018年新增了功
能材料、分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2019年内新增了智能制造工程、
机器人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今年新
增了人工智能专业。

全省10万名左右

可报普通类冷门专业

今年是山东新高考落地实施
元年，山东考生今年如果想报考
青岛科技大学，应该如何参考数
据？刘金鹏表示，在目前“专业+
院校”的模式下，往年数据很难参
考。“预计专业之间录取位次差肯
定会拉大”。

刘金鹏表示，青岛科技大学
比较好的专业，比如计算机、自
动化，还是维持往年全省4万左
右的位次；比较中游的，有一些

是学校比较好的专业，但招生计
划量比较大，分数不会太高，预
计6万到7万位左右；还有一些比
较冷门的普通类专业，可能10万
位次左右。“10万位次左右的学
生，可以报我们学校冷门专业冲
一下试试。”

至于如何判断哪些专业相对
冷门，刘金鹏透露说，这个可以通
过学校往年的专业录取最低分来
判断。“有哪些专业录取线正好是
投档线，正好是往年没投满的，或
者调剂过去的，这一类专业预计
今年会比往年投档线要低。”

除普通类专业外，学校还有
中外合作和校企合作办学，录取
位次还会靠后一点。“预计校企合
作分数可能还会在500分左右。”
中外合作专业要看不同各专业、
不同项目。“有一些比如材料成型
与控制工程，中韩合作办学，跟韩
国汉阳大学合作办的，也是挺好
的专业，但往年分数不是很高。如
果分数不算太理想，但想进青岛
科技大学，不妨试试。另外，还有
机械工程(中韩)、自动化(中法)、
高分子(中韩)等。”

“中德合作也分两块，其中中
德科技学院的三个专业机械工程
(中德)，应用化学(中德)、自动化
(中德)，估计分数在500分左右；
还有个中德工程学院，化学工程
与工艺、复合材料与工程，估计在
460分、470分刚过本科线就可以
冲一冲试试。”

青岛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刘金鹏做客“老徐话高招”，详解学校与专业

青岛科技大学：中国橡胶工业的“黄埔”

6月14日，青岛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刘金鹏做客“老徐话高招”，解密这所化工特色鲜明，号称
“中国橡胶工业的黄埔”的省属重点大学。

本报济南6月21日讯(记者
尹明亮 通讯员 刘永富)

为确保每一位学生，尤其是贫
困学生，都能享受到优质线上
教学，东营市教育局紧急下拨
爱心一日捐资金336万元，全
部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购
买网上学习设备。而这只是东
营市教育局确保不让一名学
生因贫困失学的举措之一。

为全面落实精准资助和
资助育人理念，东营市教育局
建立起了从学前到高等教育
全学段覆盖的家庭困难学生
资助体系，在全面落实国家、
省资助政策的基础上，增加了
农村义务教育段学生营养餐
补助和低保家庭新入学大学
生救助，多方筹措资金，加大
救助力度，确保不让一名学生
因贫困失学。

东营市教育局全面落实
各项救助政策，精准施策，
确保建档立卡农村家庭学生
资助全覆盖。在对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在校学生进行全面
核查的基础上，依据政策对
符合条件的在校生全部进行
资助。2019年全市共发放各
类资助金1 . 2亿元，惠及学生
11 . 1万人。其中，市县安排
专项资金2000余万元为全市
近1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段学
生发放营养餐补助；安排100
余万元，为百余名低保家庭
的新入学大学生发放了救助

金，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能上得起学。

为拓宽救助渠道，提高
保障水平，东营市教育局充
分发挥助学基金会作用，组
织开展“汇聚爱心，真情助
学”等活动，2019年为全市
500名贫困中小学生发放资助
金50万元，50名贫困教师发
放资助金15万元。组织开展
各类捐资助学活动，联合众
成地产公司、海科化工、齐
润化工、亿鑫化工公司等企
业开展贫困大学生专项救助
活动，共资助新入学大学生
80人，发放资助金40万元。

今年疫情期间，学校不
能按时开学，东营市教育局
及时下发《关于做好疫情防
控期间网上学习资助工作的
紧急通知》，对全市家庭困
难学生网上学习情况进行全
面摸排，遵循“不缺一项，不
漏一人”的原则，逐校建立
网上学习清单，全面掌握学
生开展网上学习的基本条
件，准确掌握数据，做到精
准资助。一是线上教学之
初，紧急下拨爱心一日捐资
金336万元，全部用于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购买网上学习设
备；二是沟通协调联通、移
动、电信三大运营商免费提供
网络流量卡，下载相关软件，
充分满足了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网上学习的需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徐玉芹

应广大考生和家长的要求，自
2019年10月9日起，齐鲁晚报开辟视
频直播栏目“老徐话高招”，在线追踪
教育热点，解读高考政策，支招填报
志愿。疫情时期，为配合高校宣传招
生政策，应广大考生及其家长需求，

“老徐话高招”在推出“招办主任访
谈”之后，又推出“院长访谈”等策划。
截止到2020年6月20日，“老徐话高
招·院长访谈”完成“遇见山政”系列7
期院长访谈，6月21日进入新阶段，将
走进齐鲁工业大学。

“老徐话高招·招办主任访谈”通
过资深记者老徐的深入挖掘，高校招
办主任从学校实力、优势学科与特色
专业，选考科目要求等角度全方位解
密学校，并为首届新高考生支招如何
报考，深受考生和家长的青睐。节目
先后访谈了山东大学本科生院院长、
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刘传勇,中国海
洋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宇龙,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本科招生办公
室主任王备战、青岛大学教务处处长

戴更新、山东师范大学招就处处长王
敬政等。

与招办主任相比，二级学院院长
有着独特优势，他们首先是相关专业
领域的专家，既有着对学院专业发展
的宏观把握，又有着对所在专业与行
业全方位了解，能够为考生和家长提
出更具体、更专业的报考建议。

首批参与“老徐话高招·院长访
谈”的二级学院院长来自山东政法学
院，开播时间为5月16日。“院长访谈”
一经推出，同样受到考生和家长的热
捧。到6月20日，“遇见山政·院长访
谈”7期直播已全部完成，山东政法学
院传媒学院院长蒋海升、民商法学院
院长窦衍瑞、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化
涛、警官学院院长张传伟、外国语学
院院长毕文娟、商学院院长董守海、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殷立峰分别
从本学院人才培养角度出发，全面解
密了山东政法学院的专业。

截至2020年6月21日11时，“遇见
山政·院长访谈”7期直播收看总量达
到42万，其中单个学院最高收看量高
达9 .9万，系山东政法学院警官学院

院长访谈，其次是山东政法学院民商
法学院院长访谈，收看量达9.5万。

告别山政之后，“老徐话高招·院
长访谈”进入新阶段——— 走进齐鲁工
业大学。6月21日15时，首位登上“老
徐话高招·院长访谈”的院长是齐鲁
工业大学光电工程国际化学院院长、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所长贾中
青。与他同时进入直播间参与访谈的
还有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首席
专家刘统玉。

关注齐鲁壹点高考频道及微信
公众号“山东高考直通车”( ID :
sdgkztc)，可查询直播路径。关于“老
徐话高招”更多精彩内容,扫描二维
码 可 进 入
专题收看。
您 也 可 以
加入“老徐
说 高 考 ”
QQ交流群
(QQ群号 :
701598467),
与 我 们 一
起学习。

本报济南6月21日讯 (记者
王丛丛 通讯员 张红明) 6月
19日上午，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与商河县张坊镇政府举行党建帮
扶合作共建签约仪式，同时第一届

“麦丘邑”杯张坊文创产品设计大
赛正式启动。

据了解，本次签约后，双方将
发挥各自资源优势，着力实现

“1244”乡村振兴模式，即围绕党建
这条主线，打造“党委标杆+实践基
地”，“样板支部+乡村振兴”两个模
式，建设产业实践基地、学生顶岗
实训基地、创新创业大赛活动基
地、课题成果检验基地四个基地和
智慧党建示范点、乡村振兴示范
点、村庄规模优化调整示范点、乡
村治理示范点四个示范点。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书记张慧青表示，此次党建帮扶
共建签约仪式的举行，是济南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在组织、人才、
文化、生态等领域打破条块分
割，共同绘就乡村振兴“同心
圆”的又一次尝试，是职业教育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与服务
方式的创新性探索。

下拨336万元爱心资金

助力贫困生上网课
——— 东营市教育局多措并举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困失学

济南工程职院与商河县张坊镇合作共建签约

“老徐话高招·院长访谈”进入新阶段

告别山政，下一站：齐鲁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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