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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

学历

电子商务 100 初中毕业生

三二连读

计划投放地：滨州、德州、淄博、东营

500人

会计电算化 100

计算机网络技术 100

学前教育 200

预备技师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30 学习年限：

2年（取得高级职业资格人员）

3年（取得中级职业资格人员）

4年（高中毕业生）

6年（初中毕业生）（共90人）

汽车维修 30

智能制造技术应用 30

职教

高考

机电技术应用 40 初中毕业生

学制三年

参考中考成绩

200人

数控技术应用 40

幼儿教育 80

会计电算化 40

高级班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40

高中毕业生及同等学历毕业生

学习年限：

2年（取得中级职业资格人员）

3年（高中毕业生）

290人

供用电技术 30

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 30

智能制造技术应用 30

石油炼制（鑫岳化工班） 40

生物化工（永鑫化工班） 40

汽车维修 40

幼儿教育 40

对口升学

（单招班）

机电技术应用 40

初中毕业生

学制三年

520人

数控技术应用 40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40

化学工艺 40

食品安全与检测技术 40

粮食工程 40

汽车运用与维修 40

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40

计算机网络技术 40

电子商务 80

会计电算化 40

幼儿教育 40

初中毕业

高级班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40
初中毕业生学制五年

（人社部门学籍）120人
化工工艺 40

汽车维修 40

中专班

机电技术应用 40

初中毕业生

学制三年

（教育部门学籍）

350人

电梯安装与维修保养 40

数控技术应用 40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40

化学工艺 40

汽车运用与维修 40

电子商务（特教） 30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40

幼儿保育 40

中技班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40
初中毕业生

学制三年

（人社部门学籍）

300人

幼儿教育 120

焊接加工 30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40

烹饪（中西式面点） 30

技工院校新专业盘点

打造“网红”，直播人才成培养新方向

在校园既学理论又学操作，踏入
社会能迅速适应工作岗位，技工院校
毕业生往往是各大企业争抢的"香饽
饽"。

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培养与时
俱进的高技能人才为目标，近两年，
技工院校又开设了哪些新专业，前景
如何，就业咋保障？想“跟风”学好专
业，那就赶紧看看省内4家实力院校
的““成绩单””。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文化与创
意系紧跟新技术新模式发展，充分发挥摄
影摄像、影视后期、视觉特效、播音主持、
形象设计、影视置景、新媒体运营、短视频
策划制作、直播技术与营销等文创专业群
核心课程力量，在省内率先进行短视频直
播技能教育，打造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短
视频直播方向)专业。

该专业培养层次为高级技工和预备
技师，建有2300平方的省内一流综合实训
场地，与企业和产业园区共建三个校内学
习工厂，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全流程参与
实际项目运行，把握行业动向。该专业与
腾讯营销学院合作建设生产型实训基地，
成立省内首家大学生MCN机构，学生在校
期间即可获得腾讯官方认证。

毕业生可从事短视频制作、直播技术
及策划运营、新媒体内容节目策划编导、
媒体整合营销、“网红”孵化等工作，成为
新媒体运营师和互联网营销师，创办自己
的短视频直播企业。目前，学院毕业生就
业满意度和创业率持续上升。

(方子晗)

依托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
目、云计算项目等竞赛成果，开设了移动
通信技术、物联网技术、信息网络技术与
虚拟现实等专业。学生毕业后可面向相关
企事业单位，在信息化网络管理员岗位从
事5G基站建设、VR、AI应用、大数据平台
应用、网络安全等工作。

随着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学院瞄准
蓝黄战略，依托世赛水处理项目竞赛成果，
围绕绿色化工与智慧海洋产业链开设环境
保护与检测等专业。学生毕业后可面向相关
企业单位从事环保、监测及管理等工作，或
从事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型工作。

学院还开设有新媒体运营与管理、新

媒体电商直播、建设护理、康复治疗技术、
形象设计与制作等专业，主动对接现代高
端服务业，实现专业建设与产业经济发
展、专业发展与世界前沿技术的有效对
接，不断加快高端应用型人才培养进程，
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 (王效香)

今年以来，学院对接先进制造业，深
度融合智能装备、电子信息等产业，重点
建设智能制造专业群；紧跟生产制造控制
智能化的趋势，重点建设智能控制专业
群；对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重点建设
新一代信息技术专业群；对接现代化商贸
服务产业，重点建设互联网商贸专业群；
对接交通服务产业，重点建设汽车技术服
务专业群；助推淄博市新医药产业创新发

展，重点建设生物医药专业群；对接文化
旅游服务产业，重点建设餐饮旅游服务专
业群。

7大专业群建设与区域发展规划和产
业转型升级路径统一，在传统专业上融入
了“互联网+”和自动化元素。例如，调整取
消“机械设备维修”和“数控机床装配与维
修”两个专业，新设“工业机械自动化装调
技术”专业。

调整取消电子技术应用、制冷设备运
行与维修、楼宇自动控制设备安装与维护
等三个专业。新设“工业自动化仪表”专业
和“智能监控技术应用”专业。

以视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与制作)
专业为重点，涵盖环境艺术设计、数字媒
体艺术设计等两个专业。培养标准定位上
逐步向会展策划、园林设计、产品设计等
方向优化调整。 (王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涵
通讯员 刘海鹏

5G时代下，汽车产业即将迈入无人驾驶
的新时代。山东交通技师学院智能网联专
业，由新能源汽车专业升级迭代而来。学院
新能源汽车专业设备先进，师资力量雄厚，
在国家级技能比赛中屡获佳绩。学院正准备
参战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
大赛中的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技术赛项。

该专业人才培养以汽车智能化、信息
化、网联化等领域为切入点，将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汽车企业的自身需求相结合，利用校
企工程实习实训基地和平台，全面实施企业
深度参与的工程实践教学模式，致力于培养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科复合型、高级应用
型工程技术人才。主要学习电路分析与电子

技术、人工智能原理、信号与信息处理、数字
通信与计算机网络等。

智能网联汽车涉及到的关键技术，正
是为无人驾驶技术所做好的铺垫。智能网
联汽车传感器的调试、装配，软件系统升
级的服务工作，需要大量专业技师从事线
下升级服务工作，就业前景广阔。(曹伟伟)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数数字字媒媒体体技技术术应应用用((短短视视频频直直播播方方向向))，，在在校校能能拿拿腾腾讯讯官官方方认认证证

淄博市技师学院：智智能能化化专专业业见见长长，，服服务务产产业业转转型型重重点点建建设设77大大专专业业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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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通技师学院：智智能能网网联联专专业业，，打打造造““无无人人驾驾驶驶””技技术术的的生生力力军军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依依托托世世界界技技能能大大赛赛成成果果，，开开设设物物联联网网、、虚虚拟拟现现实实等等专专业业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短视频直播方向)专业学生在进行直播实践。

滨州市技术学院（滨州航空中等职业学校）
2020年招生计划

滨滨州州市市技技术术学学院院 滨滨州州航航空空中中等等职职业业学学校校

联系人：乔老师 任老师 联系电话：0543--3330033 3330035 网址：www.edubztc.com.cn

滨州市技术学院是由山东省政府批

准建立、滨州市政府直属管理的国办全日

制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并加挂滨州航空中

等职业学校牌子。学院办学目标是培养预

备技师及中、高级技能人才，同时承担企

业职工高技能人才培训和技能鉴定任务。

学院坐落于滨州市新城区，校园占地

815亩，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具有优美的

育人环境、完善的办学条件、先进的教学

设施、雄厚的师资力量，被誉为滨州“金色

蓝领的航母”“技能人才的摇篮”。学院先

后荣获“国家级重点技校”“全省职业教育

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被确定为“国家级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全国职工教育培

训示范点”“山东省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

“山东省技师培训基地”“山东省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等，市政府依托学院

成立了“滨州市创业大学”和“滨州市对外

劳务合作服务中心”。

学院现有教职工430人，在校生7000
余人，现有智能制造、电气工程、信息工

程、交通与车辆工程、化学工程、经济管

理、现代服务、食品工程、应急管理学院、

学前教育学院等10个院系及负责春季高

考教学管理工作的升学部11个教学部

门。设有数控技术应用、焊接加工、电气

自动化、供用电技术、热能动力、机电技

术应用、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计算机

网络技术、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幼儿

教育、汽车维修、化工工艺、石油炼制、生

物化工、会计电算化、电子商务、护理、中

餐烹饪与营养膳食、形象设计、航空服务、

粮食工程、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等20多
个专业。

学院春季高考和对口升学成绩位居

全市职业院校前列，毕业生顺利进入省内

外知名高校深造学习。学院以服务“富强

滨州”建设为己任，全面对接滨州市“5+5”

十强产业体系，与各大中型企业开展校企

合作、联合办学，培养各类中、高级技能人

才，学生毕业后按照“订单教育”与双向选

择相结合、推荐就业与自主择业相结合的

就业模式，到经济效益好、工资收入高、地

域位置优越、发展前景广阔的大中型企业

技术岗位工作。

报报名名方方式式 >>>>

滨州市技术学院(滨州航空中等职业

学校)招生报名大厅(滨州市滨城区黄河

十二路859号，新立河以西，乘坐105、106
路公交车直达)进行现场报名或通过网上

报名系统进行报名。

报报考考说说明明 >>>>

1 .报名初中起点3+3预备技师层次学

生须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习，中级技

工阶段学习完成后经考核合格直修预备

技师；

2 .报名初中起点3+2高级工层次学生

须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习，中级技工

阶段学习完成后经考核合格直修高级工；

3 .报名高级工层次学生须取得高中

毕业证或中专、中技毕业证书；

4 .报考三二连读大专班的学生需取

得2020年中考成绩，达到录取分数线标准

后通过当地教育部门报名平台报名；

5 .报名高考升学及对口单招班的学

生须取得2020年中考成绩，并达到学院划

线录取标准；

6 .报名中专班、中技班的学生须完成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习；

7 .未取得2020年中考成绩学生须本

人带户口本或身份证现场报名、面试。

学学费费 >>>>

根据国家政策，

各专业全部免除学

费。只收取：住宿费

600元/年。教材费500
元，生活用品4 0 0元
(按规定使用微信、支

付宝或银行卡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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