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提前批

招生专业 招生计划 学制 科目要求

监狱学（男） 180人 四年 不限

监狱学（女） 20人 四年 不限

普通本科

招生专业 招生计划 学制 科目要求

法学 1275人 四年 不限

国际经济与贸易 100人 四年 不限

新闻学（法治新闻方向） 100人 四年 不限

行政管理 100人 四年 不限

知识产权 55人 四年 不限

经济学 100人 四年 不限

财务管理 100人 四年 不限

审计学 100人 四年 不限

英语 90人 四年 不限

日语 30人 四年 不限

商务英语 30人 四年 不限

编辑出版学 50人 四年 不限

网络与新媒体 55人 四年 不限

政治学与行政学（法治政务方向） 50人 四年 不限

网络空间安全 55人 四年 限选物理

普通本科（校企合作）

招生专业 招生计划 学制 科目要求

信息工程（济南博赛网络） 60人 四年 限选物理

商务英语（青岛英谷教育） 20人 四年 不限

春季高考本科（校企合作）

招生专业 招生计划 学制 类别

金融工程（山东中启创优） 50人 四年 财经类

商务英语（青岛英谷教育） 40人 四年 商贸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山东华兴教育） 60人 四年 信息技术类

普通专科（校企合作）

招生专业 招生计划 学制 科目要求

财务管理（山东中启创优） 100人 三年 不限

财务管理（山东华仁教育） 100人 三年 不限

计算机信息管理（济南博赛网络） 60人 三年 不限

计算机信息管理（山东华兴教育） 60人 三年 不限

招生专业 咨询电话

监狱学 0531-55632920

法学

0531-88599903

0531-88599878

0531-88599886

0531-88599895

知识产权 0531-88599886

经济学

0531-88599785

国际经济与贸易

财务管理

审计学

金融工程

英语

0531-88599934日语

商务英语

新闻学

0531-88599894编辑出版学

网络与新媒体

行政管理
0531-88599522

政治学与行政学

网络空间安全

0531-88599735
信息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计算机信息管理

2020年本科招生计划表

山东省
录取批次

专业名称 山东省选考科目要求
山东省
招生计

提前批

小学教育（省属公费师范生，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20
学前教育（省属公费师范生，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120

汉语言文学（省属公费师范生，师范类）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40
英语（省属公费师范生，师范类）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40

数学与应用数学（省属公费师范生，师范类）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4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省属公费师范生，师范类）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20

美术学（省属公费师范生，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20

艺术类本
科批

音乐学（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100
舞蹈学 不提科目要求 60

美术学（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50
工艺美术 不提科目要求 35

书法学（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60
舞蹈学（健美操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40

常规批

体育教育（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55
休闲体育 不提科目要求 30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 思想政治(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75
学前教育（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36
小学教育（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37
心理学（师范类） 生物,思想政治,历史(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40

中国语言文学类-包含汉语国际教育
（师范类）、汉语言文学（师范类)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52

外国语言文学类-包含翻译、商务英语、英语（师范类）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85
历史学（师范类） 历史,地理(2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60

地理科学（师范类） 物理,化学,地理(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40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生物,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40

财务管理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30
经济与金融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35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类）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30
物理学（师范类）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36
电子信息工程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40

制药工程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23
化学类-含化学（师范类）、应用化学 物理,化学(2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56

生物科学（师范类）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60
食品质量与安全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40

园林 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3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类）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17

常规批
校企合作

金融工程
(校企合作，与山东开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智能金融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60

经济与金融
(校企合作，与山东开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教育金融方向)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6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校企合作，与大连东软有限公司合作)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35

电子信息工程
（校企合作，与北京华晟经世公司合作，电信工程方向）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6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校企合作，与青岛英谷公司合作，入校后分
软件外包、智能物联方向）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6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校企合作，与北京华晟经世公司合作，云计算方向）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4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校企合作，与大连东软有限公司合作，移动互联方向)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30

物联网工程(校企合作，与大连东软有限公司合作)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35

春季高考
本科批

学前教育（师范类，春季高考学前教育类） 6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春季高考，信息技术类） 40

合计 2072

2020年山东省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表
学校 专业 小计 济南 青岛 淄博 枣庄 东营 烟台 潍坊 济宁 泰安 威海 日照 临沂 德州 聊城 滨州 菏泽

齐鲁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40 2 3 2 2 1 3 3 5 1 1 1 5 2 3 2 4
齐鲁师范学院 英语 40 2 2 2 2 0 2 3 5 2 1 1 5 3 3 1 6
齐鲁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40 2 2 2 2 1 3 4 4 2 1 1 4 3 3 2 4
齐鲁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 1 1 1 0 1 1 1 1 1 0 1 3 1 3 0 4
齐鲁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20 1 1 0 1 0 0 1 3 0 1 0 4 3 2 1 2
齐鲁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120 6 6 6 5 2 10 10 11 0 5 4 15 12 9 4 15
齐鲁师范学院 美术学 20 2 2 0 0 1 0 1 0 2 0 1 2 2 2 0 5
齐鲁师范学院 合计 300 16 17 13 12 6 19 23 29 8 9 9 38 26 25 10 40

2020年专科招生计划表

专业名称 山东省选考科目要求
山东省

招生计划

体育运营与管理 不提科目要求 40
音乐教育（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60

音乐表演 不提科目要求 60
美术教育（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60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不提科目要求 80
学前教育（师范类） 不提科目要求 84

文秘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

(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76

商务英语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

(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80

社会工作
思想政治,历史

(2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80

旅游管理
生物,历史,地理

(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80

会计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

(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160

统计与会计核算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

(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40

人力资源管理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

(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80

应用电子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76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77

药品生产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

(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87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

(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88

食品营养与检测
物理,化学,生物

(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120

计算机应用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75
计算机网络技术 物理(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 77

社会体育
（校企合作，武术方向）

不提科目要求 40

旅游管理
（校企合作，新媒体方向）

生物,历史,地理
(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

80

合计 1580

招生计划学校概况
山东政法学院是一所以本科教

育为主体，兼及法律硕士和留学生教
育；以法学为特色和优势，兼有经济
学、管理学、文学、工学等多学科的普
通本科高校。学校坐落在山东省省会
泉城济南，位于中央商务区，毗邻奥
体中心、省博物馆、省图书馆、省美
术馆等标志性文化场所，山水清音，
人杰地灵，人文环境得天独厚。学校
现有21个本科专业，其中法学专业
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新闻学专业是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法学、监
狱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行政管理是
省级特色专业。学校法学教育历史
悠久，底蕴深厚，法学专业学科优势
突出，是国家“本科教学工程”地方
高校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山东省高
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专业、省级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验区和省属
普通本科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专业
发展支持计划资助项目。在突出法
学专业特色的基础上，强调其他专
业与法结合，如经济学类专业侧重
商法结合，政管类专业强化法政结
合，新闻传播类专业突出法治新闻
方向，信息技术类专业突出电子证
据方向，外国语言类专业突出法律
英语方向，非法学专业均具有鲜明
的融法特色。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
生12000余人。专任教师600余人。专
任教师中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
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33%；具有硕士
及以上学位人数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92%。专任教师队伍中现有全国优秀
教师1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2
人，省级教学团队3个，省级优秀教师
4人，省级教学名师3人，省级重点学
科首席专家2人，“山东省十大中青年
法学家”3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2人，全省社科理论界“百
人工程”高层次人才4人，“全省高校
师德标兵”2人，山东省法官检察官遴
选和惩戒委员会委员2人(其中主任
委员1人)，山东省法学人才库成员40
余名，山东省委省政府法律专家库成
员6人，山东政法智库专家1人，国际、
国内仲裁机构仲裁员18名。首批“全
省法学研究领军人物”4人，“山东省
社会科学学科新秀”1人。学校建有
校内教学实训中心 7个，法学教学
实训中心是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在山东省法院系统、检察院系
统、律师事务所、监狱系统、政府机
关、企事业单位等合作建立校外实
践实训基地200余个。学报《政法论
丛》是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
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
期刊。

山东政法学院2020年计划招收3040人，
其中夏季高考本科计划2570人，专科计划320
人，春季高考本科计划150人。

各专业咨询电话

山东政法学院 学校代码：E100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63号

电话：0531-88599888，88599859

88599958

传真：0531-88599859

网址：https://zs.sdupsl.edu.cn

E-mail：zsb@sdupsl.edu.cn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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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师范学院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师范
院校。历史前身是创办于1948年的华东大学教育学
院。1949年，学校由山东益都(青州市)迁址至山东济
南，1960年，更名为山东教育学院。2010年，改制为齐鲁
师范学院，就此开启了学校快速发展的新征程。

学校设历下和章丘两个校区，占地面积84 . 98万
平方米，校舍建筑总面积30 .45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
值10.16亿元，馆藏纸质图书130余万册，学校设有16个
教学单位，39个普通本科专业(其中师范类专业18个)，
涵盖教育学、文学、理学等10个学科门类，全日制在校
生15000余人。

现有教职工875人，其中专任教师702人(正高级职
称86人、副高级职称192人，高级职称占比39 .6%；博士
132人、硕士475人，博硕士占比86 . 47%)。有山东省教
学名师、山东省优秀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山东省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省级以上人才称号专家16人，
另有多人获得山东省“四有”教师和山东省先进教育
工作者等荣誉。有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省级高校
优秀科研创新(培育)团队、优势学科人才团队、教学
团队、干事创业好团队、教学名师工作室等7个。近年
来，教师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18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266项；发表论文1900余篇，其中被SCI、EI、SSCI、
CSSCI等收录300余篇；出版著作130多部、教材60多
部；荣获“齐鲁文学奖”、“齐鲁人口奖”、“泰山文艺
奖”、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省高等学校优秀科
研成果奖等厅局级以上科研奖励150余项。

建校70多年来，学校实施“质量立校、人才强校、
特色兴校、文化铸校”的发展战略，坚持“师范性、地方
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形成了“教师教育职前培养、
职后培训一体化”“文化育人”“服务地方”等办学特
色。学校现有5个省级特色专业、6个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1个省级应用型人才培养资助专业、2个省级高水
平应用型建设专业群，3项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4项成果获省级教学成果奖。2018年，通过教育部本
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2019年，作为全省首批打样学
校，顺利通过了小学教育师范专业二级认证工作。学
校不但注重培育“职前培养、职后培训一体化”的师范
专业人才培养特色，而且重点围绕生物与化学工程、

信息与电子工程、经济与管理设置专业，开展科学研
究和社会服务，较好地融入了地方经济发展。学校不
断加强校企合作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在现代金融、云
计算、大数据、高端装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专业方
向设置10个校企合作办学专业，并与企业共建人工智
能产业学院，为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培育了一大批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

欢迎广大考生报考我校!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济南市章丘区文博路2号齐鲁师范

学院招生办公室
邮编：250200
联系电话：0531-66778290，66778289、86593028、

86593030
监督电话：0531-66778366，66778299
微信：qlnuzhaoban
新浪微博：@齐鲁师范学院招生办
E--mail：qlnuzhaoban@126 .com
招生信息网：http://qlnuzs.university-hr.com
学校官网：http://www.ql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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