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政法学院是山东省内
唯一一所独立设置的以法学教
育为主的普通本科高校，“一带
一路”高校联盟成员高校，全国
政法大学“立格联盟”成员高校。
学校肇始于1955年7月山东省人
民委员会批准建立的山东省政
法干部学校，2007年正式设立山
东政法学院，2011年获批法律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资格。

问：山东政法学院的学科专
业设置情况？

答：学校专业设置涵盖法学、文
学、经济学、管理学、工学五大学科门
类，以法学类专业为主，设有普通本、
专科专业28个。学校的法学教育底蕴
深厚、优势突出。在突出“法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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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山东政法学院有什么专
业优势？

答：学校的法学专业获批
2019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新闻
学专业获批2019年度省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法学、监狱学、国际
经济与贸易、行政管理等4个本科
专业是山东省省级特色专业。

问：山东政法学院今年招生
工作有哪些变化？

答：学校今年首次招收春季
高考考生，金融工程、商务英语、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三个本科专业
共招生150人。另外学校新增加了
两个本科校企合作专业(信息工程

和商务英语)，两个专科校企合作专
业(财务管理和计算机信息管理)。

问：山东政法学院2020年的
招生计划有多少？

答：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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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山东政法学院2020年在
哪些省份招生？

答：我校2020年分别在天津、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
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
南、陕西、甘肃共19个省份招生。

问：报考山东政法学院监狱
学专业有哪些特殊要求？

答：我校监狱学专业录取批
次为普通类提前批，女生招生比
例10%。考生除高考分数须达到

山东省招生考试院划定的普通
类一段线外，还需要参加学校组
织的现场测试(政审、面试、体检、
体能测试)。

测试时间为2020年8月1日-
2日。地点为山东政法学院警官
学院 (济南市历下区二环东路
5598号，和平路东首、山东省人
民检察院北邻)。

考生须持身份证、高考准考
证、户口簿和三张一寸近期免冠
照片。面试时着装要便于运动，
穿运动鞋。

问：山东政法学院是否可以
转专业，是否有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实验班？

答：学校允许转专业，主要面
向大一学生，在第一学年的第二
学期进行；学校开设有“鼎山学
堂”法学实验班、立格英语班(legal

English)，每年招收50人左右。
问：山东政法学院毕业生就

业状况怎么样？
答：学校采取分类培养、复合

培养、订单培养、联合培养等培养
模式，注重职业能力培养，用人单
位满意度评价高。学生国家司法资
格考试通过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位居全国前列。各级各类公务员、
选调生、事业单位考取率和考研通
过率均稳定在20%以上。总体就业
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

问：怎么能了解山东政法学
院更详细的招生信息？

答：(1)登录山东政法学院招
生信息网https://zs.sdupsl.edu.cn
/查询；(2)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
政法学院招生就业处”;(3)学校
招生咨询热线：0531-88599888
88599859 88599958。

山东政法学院
突出“法学特色”，非法学专业与法结合

齐鲁医药学院是经教育部批
准成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
2020年学校全日制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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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省分专业招
生计划可登录学校招生信息网查
询(http://zhaosheng.qlmu.edu.cn/
Web)或致电0533-4318888咨询。

问：请介绍一下毕业生升学
的情况？

答：学校高度重视，积极支
持学生考研和专升本，把考研和
升本情况作为学校办学质量的
两个重要的观测点。在日常教学

课程的开设上，尽量照顾到升本
及考研同学的需要，根据专升本
考试改革的变化和医学生考研
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近
年来学校升本率逐年提升，已经
有3000多名专科毕业生通过普
通专升本考取了本科文凭。

学校本科毕业生考研录取率
在30%以上，有一大批同学被北京
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医
科大、首都医科大、山东大学等

“985”“211”知名院校录取。2020届
毕业生报考人数从去年1143人增加
到1361人，上线人数创新高达到499
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有45名同学

考入双一流高校，还有考研模范宿
舍，公共卫生与检验学院112宿舍6
名同学考研全部上线，药学专业有6
名同学同时考上中国药科大学。

问：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怎么样？

答：建校以来，学校已经为
社会培养了近十万名毕业生，这
些毕业生遍布在全国三十多个
省份及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

这几年学校就业有这么几
个特点：一是总体就业率一直维
持在高位，每年均在95%以上，有
些专业就业率在100%；二是对口
就业率不断提高，大部分毕业生均

能从事所学专业，做到学有所用；
三是就业质量和层次明显提升，在
国内外知名医疗机构就业的同学
越来越多，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天
坛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等医疗机构都
有我校毕业生在工作；四是“实习
+就业”模式成为毕业生就业的新
的亮点，淄博第一医院、新疆建设
兵团、山东鲁南制药、江苏句容
市人民医院等机构和单位都已
和我校签约，这种模式能使毕业
生尽早进入和提前适应工作岗
位，得到他们的高度认可。

问：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

齐鲁医药学院招生专业对选考
科目有哪些要求？

答：学校本科专业中，临床医
学专业要求考生必选化学和生物，
医学影像学专业要求物理和生物必
选，这两个专业是要求2门科目均选
方可报考；口腔医学、预防医学、药
学、药物制剂、中药学、医学检验技
术、医学影像技术、康复治疗学、食
品科学与工程、口腔医学技术专业
则要求物理、化学、生物3门科目中
选考其中1门即可报考；护理学、助
产学、健康服务与管理和财务管理
等商贸类专业不提科目要求，所有
的专科专业也都不提科目要求。

齐鲁医药学院
本科毕业生考研录取率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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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优势明显

学校坐落于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市
是与胜利油田共生共赢的石油之城，
绿色化工、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是山东
省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是东营
市特色产业。东营市是国家级临港产
业基地、国家级石油石化装备制造基
地、绿色循环高端石化产业示范基地
和石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试验区。
东营市是全国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城
市，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深入推动新一
代信息技术向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渗
透应用，构建泛在互联融合智能安全
的信息技术产业体系。东营职业学院
是东营市人民政府举办的唯一一所高
职院校，担负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培养培训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经过
多年的办学努力，形成了石油化工技
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一批优势突出、
特色鲜明的专业群。

办学目标明确

学校以“双高计划”项目为引领，
以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为重点，坚持立
德树人根本，坚持“学生中心、质量核
心、特色品牌、开放融合、文化制胜”

发展路径，牢牢抓住提高人才培养能
力这个核心点，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
向、质量导向、目标导向，着力加强专
业课程建设、教师能力建设、特色品牌
建设、制度机制建设，大力提升产教融
合的契合度、人才培养的满意度、区域
经济的贡献度，持续提升学校办学竞
争力和学生就业创业竞争力，打造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培
养具有工匠精神、精湛技艺、创新本领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建设有特色、
国际化、创业型全国高职名校。

办学条件优越

东营职业学院现有教职工 1 0 5 8
人，占地面积1902亩，建筑面积43万平
方米，全日制在校生16646人，成人学

历在籍学生5383人。学校教学仪器设
备值14942 . 98万元，现有国家级生产
性实训基地2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
2个，国家级重点建设专业8个，省级示
范专业2个，省级特色专业8个，省级品
牌专业群3个，3+2专本贯通专业3个，
建设国家级精品课程2门、国家级精品
资源共享课程 2 门、省级精品课程 4 4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0门。学校
建有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省级教学团
队10个、省级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个。
有全国黄炎培职业教育奖杰出教师奖
1人，省级教学名师4人，省级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首席技师3人，省职
教青年技能名师4人。获评齐鲁最美教
师、省师德标兵、省优秀教师、省高校
优秀辅导员等称号25人。

综合实力雄厚

学校是“全国高职院校服务贡献
50强”“全国高职院校教学资源50强”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
职业核心能力培养优秀单位”“全国高
职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省级
文明单位”“省级文明校园”，是山东
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高等学校教
学管理先进单位”“德育工作优秀高
校”“依法治校示范校”“学生资助工
作先进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院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优秀高校”“培
育工匠精神优秀院校”“全省高校平安
校园”。在由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发布
的 2 0 1 9 年全国高职高专院校评价结
果 中 排 名 第 7 7 位 。被 主 流 媒 体 评 为

“山东最具办学特色高职院校”“山东
最佳社会声誉高校”。

东营职业学院成立于2001年7月，是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由东营市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是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山东
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山东省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工程立项建设单位、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立项建建设单位。学校设石油与化
学工程、石油装备与机电工程、建筑与环境工程、会计、经济贸易与管理、电子信息与传媒、生物与生态工程、教师教教育等8个二级学院和1个混
合所有制航空学院，开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55个专业,招生范围覆盖全国18个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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