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2020山东科技大学招生
省份、招生计划？

答：2020年我校在全国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招收本
科生7800人，其中在山东省招收
本科生5888人，外省招收本科生
1912人。

问：山东科技大学今年的招
生专业有哪些？

2020年我校在工学、理学、
管理学、文学、法学、经济学、艺
术学等7个学科门类，70个本科
专业招生，招收普通类、综合评
价、艺术类、地方专项、国家专
项、高水平运动员等计划类别考
生。

问：请介绍一下学校行业领
军人才培养计划与基础学科拔
尖学生培养计划？

为适应能源行业发展新趋
势，培养引领行业发展的领军人
才，学校将实施“行业领军人才
培养计划”，每年面向全校新生
选拔部分学生单独组班，进行重
点培养。

为推进基础学科培养模式
改革创新，学校将面向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两个
专业，从全校新生选拔部分学生
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
划”。

问：山东科技大学本科中外

合作办学介绍一下。
答：经批准，我校与澳大利

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合作开展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程专
业本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与英
国伍斯特大学合作开展金融学
专业本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学生在山东科技大学学习
四年，对达到毕业要求的毕业
生，颁发山东科技大学普通高等
教育本科学历证书；对符合学士
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授予相
应的学士学位。符合条件的学生
均可申请到国外合作学校学习，
不同项目的学习模式请登录山
东科技大学本科招生网查询。

问：介绍一下学校的本科校
企合作办学。

答:经批准，我校与青软实训
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
展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校企
合作办学项目，该项目产业合作
方为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在青
岛校区就读。

我校与济南网融创业服务
有限公司合作开展会计学(金融
外包方向)专业校企合作办学项
目，在济南校区就读。

校企合作办学专业培养方
案由校企双方共同制订，根据社
会和企业的需求，对学生进行有
针对性的培养。对达到毕业要求

的毕业生，颁发山东科技大学普
通高等教育本科学历证书；对符
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
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

问：山东科技大学毕业生就
业去向如何？

答：我校培养的毕业生以思
想政治素质过硬、专业基础扎
实、综合素质高、适应能力强、发
展后劲足而深受用人单位的欢
迎与好评。毕业生可在全国各
地、各行各业的企事业单位自主
择业。多年来，毕业生就业率始
终保持在全省高校前列。

欢迎报考山东科技大学！联
系电话：0532-86057077

山东科技大学
70个本科专业招生，省内计划招收5888人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
任务，专业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
体。山东财经大学始终将人才培
养尤其是本科人才培养作为中心
工作，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不断突出专业优势和特色，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努力为学生提供
良好的发展基础和环境。

问：请问学校新生专业选择
及转专业政策？

答：学校全面推行大类招生，
按大类招生的专业有35个，占比
超过70%。实行大类招生后，学生
报考时实际上报考了一个专业
类，学生入校一学期后，对专业更
加了解、专业选择更为明确后，再
在大类内选择专业。

学校尊重学生的专业选择

权，入校一年后，提供了在全校范
围内转专业的机会。普通专业60%
的学生可以申请转专业，参与公平
选拔。转专业时可同时选择三个志
愿，以提供更多的专业选择机会。

问：学校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方向有哪些亮点？

答：学校高度重视创新创业
教育，设有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建
有占地11 . 6亩、建筑面积1 . 5万多
平方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园，理论
与实践有机结合、相互支撑，成功
孵化创业企业102个，总注册资本
达到5 . 2亿元，很好地满足了创新
创业能力培养的需求。

近5年来，学生获国家级和省
级创新竞赛奖励1200余项。其中，
互联网+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金奖1项，“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全国金奖2项，“创青
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全国金奖
3项，位居全国前列、山东省首位。

问：学校是否开设“辅修第
二专业、双学位”？

答：为了满足学有余力的同
学对知识的渴求，同时为了培养
交叉复合型人才，学校允许学生
在本专业的基础上辅修另一个
专业。近年来，每年都有近千名
同学通过辅修第二专业获得会
计学、金融学等专业的辅修专业
证书和学位证书，极大地拓展了
同学们的发展空间和就业渠道。

问：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有
哪些具体的举措？

答：1 .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成立荣誉学院，每年选拔优
秀新生，组建经济学科、管理学
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采
用小班制(不超过20人)、导师制
(每2名同学配备1名导师)、个性
化(单独制定培养方案)的培养方
式，集中优质教学资源保证学生
得到良好培养。

2 .开展卓越创新人才培养。
学校开设卓越创新人才实验班，
如会计学创新实验班、经济学创
新实验班、大数据与商务分析卓
越班等，采用与拔尖创新人才类
似方式进行培养，以给更多的学
生提供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鼓
励优秀学生脱颖而出。

3 .设置专业特色人才培养方
向班。根据产业发展、社会需要和

学生需求，依托优势学科，开办了
金融学(国际金融方向班)、美术学
(艺术金融方向)、新闻学(财经新
闻方向)等多个专业特色人才培养
方向班，培养适应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发展的应用复合型人才。

4 .开展开放办学。学校与国内
外高水平大学、知名行业企业建立
了人才培养合作关系。国际方面，
学校与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80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培养机
制，每年都有300多名本科学生到
国外交流或攻读双学位。国内方
面，每年都选派学生到西南财经大
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交流
学习。行业企业方面，学校与建设
银行山东分行、浪潮集团等建立
了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山东财经大学
突出优势 凝练特色 培养优秀经管人才

学校概况

齐鲁医药学院坐落在历史悠久的齐
文化发祥地——— 山东省淄博市，是经教育
部批准成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现隶
属于山东省政府直属的国有大型企
业——— 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学校新校区于2018年9月全面启用，
位于淄博经济开发区，交通便利，环境优
美。学校占地1500余亩，固定资产10 . 23
亿元，教学、科研设备总值1 . 54亿元，图
书馆馆藏纸质图书133万余册。现有全日
制本专科在校生1 . 6万余人，高等学历教
育在校生1 . 2万余人。有专任教师817人，
其中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530人，副高级
以上职称的405人，“双师型”教师281人。

学校设有临床医学院、药学院、口腔
医学院等9个二级学院和2个教学部，现有
本专科专业37个，其中本科专业26个，涵
盖医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四个学科门
类。校内建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等
12个实验实训中心，有各学科实验室300
余个。拥有12所附属医院，其中直属附属
医院3所，有11所本科教学医院和100余个
实践教学基地。

学校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
科研成果丰硕，有教育部本科综合改革试
点专业1个、山东省民办本科高校优势特
色专业5个、省级特色专业4个、省级示范
专业2个、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4
个、山东省一流课程4门、省级精品课程14
门。建有13个省、市级科研创新平台及8个
校级科研创新平台。

学校秉承“允理允能、精益求精”校

训，以“施优教服务人民”为办学宗旨，努
力建设成为“全国一流，山东第一”的民办
院校；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矢志
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医学高级应用型人才。

建校25年来，学校以规范的办学行
为、扎实的教育教学、较高的人才培养水
平，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2014年，学校
被山东省教育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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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018年连续2次荣获“山东省民办
高校办学优质特色发展奖励第一层次学
校”；学校还先后荣获“中国民办教育创新
与发展贡献奖”“中国民办高校五十强”

“省级文明校园”等多项荣誉称号。

招生专业

■本科专业
1 .学制5年：临床医学(可参加国家医

师资格考试)、医学影像学(可参加国家医
师资格考试)、预防医学(可参加国家医师

资格考试)、口腔医学(可参加国家医师资
格考试)；

2 .学制4年：护理学(可参加国家护士
执业资格考试)、药学(可参加国家执业药
师资格考试)、药物制剂(可参加国家执业
药师资格考试)、中药学(可参加国家执业
中药师资格考试)、助产学(可参加国家护
士执业资格考试)、医学影像技术、医学检
验技术、卫生检验与检疫、口腔医学技术、
康复治疗学、健康服务与管理、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食品科学与工程。

■专科专业(学制3年)：
临床医学 ( 可参加国家医师资格

考试 ) 、护理 ( 可参加国家护士执业资
格考试 ) 、口腔医学 ( 可参加国家医师
资格考试 ) 、针灸推拿 ( 可参加国家医
师资格考试 ) 、药学 ( 可参加国家执业
药师资格考试 ) 、中药学 ( 可参加国家
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 ) 、医学影像技
术、医学检验技术、医学美容技术、药
品经营与管理。

招生计划

学校面向全国招生，2020年全日制本
专科总招生计划7470人,其中普通本科计
划2140人，专升本计划2130人，普通专科
计划3200人。具体分省分专业计划数及招
生专业选考科目说明请登录学校招生信
息网查询：http://zhaosheng.qlmu.edu.cn

奖助学政策

学校建立了以国家和省级奖学金、助
学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主，勤工助
学岗位等为辅的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助学
体系。有国家奖学金(8000元)、国家励志
奖学金(5000元)、省政府奖学金(6000
元)、省政府励志奖学金(5000元)、新疆、
西藏和青海海北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省政
府励志奖学金(5000元)、学校奖学金、“盛
德仁”奖学金；有国家助学金(2000元、
3000元、4000元不等)，有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鲁商集团专项助学资金等。
咨询电话：0533-4318888、2829111
传真：0533-2829000
QQ咨询群：42018898
学校网址：http://www.qlmu.edu.cn
校址：山东省淄博经济开发区人民路1678号

学校微信公众号 招生办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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