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级学院 招生专业

机械制造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电梯工程技术[校企合作，与迅达（中国）电梯公司合作]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衔接齐鲁工业大学，高职3+2贯通培养）

工业机器人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工业互联网应用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校企合作，与山东太古飞机公司合作）

通用航空器维修

中德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汽车学院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新能源汽车技术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校企合作，与中兴协力合作）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应用电子技术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校企合作，与中兴协力合作）

集成电路技术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技术

大数据技术（校企合作，与山东浪潮优派合作）

大数据技术（衔接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高职3+2贯通培养）

云计算技术应用

云计算技术应用（校企合作，与南京55所合作）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动漫制作技术（校企合作，与慧科教育集团合作）

财经商贸学院

金融服务与管理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大数据与会计

大数据与会计（校企合作，与山东全通网融科技公司合作）

电子商务

现代物流管理

供应链运营

创业学院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校企合作，与慧科教育集团合作）

市场营销

旅游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会展策划与管理

学前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师范类）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早期教育

文化传播与艺术管理学院

艺术设计(艺术类）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艺术类）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校企合作，与山东新视觉公司合作）(艺术类）

环境艺术设计(艺术类）

环境艺术设计（校企合作，与山东新视觉公司合作）(艺术类）

文化创意与策划

国际学院 学前教育（中外合作办学）

与技师学院合作培养计划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山东公路技师学院就读，高职技师合作培养）

高职院校专项计划

数控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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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用几个关键词总结一下学校的特
色。

答：交通便捷，生活便利，学风浓厚；高
水平应用型大学；高质量人才培养。

问：请谈一谈学校的地理位置？
答：德州学院坐落于中国太阳城———

山东省德州市，德州地理位置优越，素有
“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是国家交通
运输主枢纽城市，是首都一小时生活圈和
省会半小时生活圈城市。

问：请介绍一下学校的优势学科与特
色专业。

答：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 1
个)：服装设计与工程。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9个)：能源
与动力工程、学前教育、汉语言文学、思想
政治教育、化学工程与工艺、物联网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会计学、音乐
学。

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1个)：能源
与动力工程。

国家级特色专业(1个)：服装设计与工
程。

省级特色专业(6个)：服装设计与工
程、化学工程与工艺、思想政治教育、汉语
言文学、物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问：学校专业建设规划是怎样的？
答：按照“校地互动、产教融合、整体优

化、协同发展、特色鲜明”的原则，进一步优
化专业。

1 .做大新工科：做大新能源、新材料、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区域产业发展
急需的新工科专业，合理增设新兴专业。

2 .做强“健康+”：做强“健康+”等专业
群，增设健康类等“四新”专业。

3 .做优师范类专业：着重培养师范生
的从业技能；推动师范类专业全部通过教
育部师范类专业认证(二级)。学校师范生

逐步免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定取得
中小学教师资格。

问：学校的条件如何？
答：学校办学条件优越，有教育部高校

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1个，省重点实验室2
个，省工程实验室3个，省高校重点实验室3
个，省重点学科4个，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基地3个。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4个，
是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实
施高校；有山东省特色专业、省级一流本科
课程等省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65个。校园
环境优美，生活便利，设有网红餐厅和智能
化浴室，学生公寓均安装空调。

问：学校有哪些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答：学校把国际化办学作为办学特色，

获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德州学院别尔
哥罗德食品科学学院，举办食品质量与安
全、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化学、能源与动力

工程5个本科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与俄
罗斯科学院院士研究团队共建“中俄生物
物理前沿交叉联合实验室”，成立“中国传
统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等国际科研合作平
台，努力培养具有民族情怀和国际视野的
应用型人才。

问：介绍一下学校的就业情况和考研
情况。

答：良好的教风培养了浓厚的学风，铸
就了高考研率和高就业率，连续三年考研
录取学生超过千人，近四分之一的本科毕
业生考取研究生，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
实率在全省高校名列前茅。

问：如何联系学校？
答：德州学院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

zsw.dzu.edu.cn
学校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大学

西路566号
招生咨询电话：0534-2603002

德州学院
良好的教风、浓厚的学风，铸就高考研率和高就业率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学院基本情况。
答：齐鲁医药学院坐落在历史悠久的

齐文化发祥地山东淄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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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国企公有高校”。学
校始建于1995年，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建
立民办山东万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08
年升格为本科高校——— 山东万杰医学院，
2015年更名为齐鲁医药学院。

学院总占地面积2052亩，固定资产
13 . 58亿元，教学、科研设备总值1 . 72亿元。
现有临床医学院、护理学院、口腔医学院、
基础医学教学部等11个院(部)，设有临床医
学等34个本科专业和12个专科专业，有全

日制在校生2 . 1万余人。学院现有2个院士
工作站、1个国家重点人才工程专家工作
站、1个山东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和1个
山东省高等学校工程技术研发中心。药学
专业为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医学影
像技术、护理学、医学检验技术、食品科学
与工程4个专业为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建设专业。

问：齐鲁医药学院今年有什么新设专
业？

答：2022年学院新增应用心理学、眼视
光学、智能医学工程、医疗保险4个本科专
业，并于2022年开始招生。近年来，学院在
专业建设方面以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导
向，注重构建科学合理的专业结构。本次增

设的四个本科专业均与社会产业需求联系
密切，对优化学院专业布局、落实应用型本
科高校建设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问：请介绍一下学校2022年招生计划
情况。

答：2022年学院招生计划维持2021年
水平，预计招生规模7200人，目前招生计划
正在编制中，有春季高考本科计划475人。
最终招生计划以主管部门批复为准。考生
可于6月份登录学院招生信息网查询分专
业招生计划。

问：关于录取规则，今年有哪些需要考
生特别关注的?

答：关于学院的录取规则，建议考生和
家长认真阅读学院发布的招生章程，招生

章程的第五章对录取规则有详细的说明。
问：考生和家长通过哪些途径可以进

一步了解学校的招生信息?
答：为方便服务考生，解除大家填报志

愿时的困惑，我校在考生志愿填报期间和
录取期间将提供多种形式的咨询服务，主
要有咨询电话、网上直播、在线咨询和高招
咨询见面会等途径。

咨询电话：0533-4318888
招生咨询QQ群号：42018898
学 校 招 生 信 息 网 网 址 ：h t t p : / /

zhaosheng.qlmu.edu.cn。
有关招生最新工作进程信息，请广大

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我校招生信息网站或
招生办微信公众号。

齐鲁医药学院
预计招生7200人，今年新增四个本科专业

学院官网二维码学院官微二维码

学学校校简简介介

济南职业学院是济南市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普
通高等职业院校，是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国家优质专科
高等职业院校、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
划立项建设单位，是全国高等职业院校育人成效50强单
位、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协同单位，连续14年获得“省
级文明单位”(省级文明校园)称号。

学校占地1200余亩，现有两个校区，主校区彩石校
区位于市区东部教育大学城，毗邻蟠龙山森林公园。学
校以“美丽校园、魅力学园、幸福家园”为建设目标，环境
优美，实力雄厚，办学质量优异。

学校设有机械制造学院、中德技术学院、汽车学院、
电子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财经商贸学院、创业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文化传播与艺术管理学
院、国际学院、公共教学部、马克思主义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14个教学院部，设置专业48个，紧密对接山东省“十
强”产业和“五个济南”建设。

学校拥有数十名全国优秀教师、山东省职业院校教
学名师、山东省突出贡献专家、山东省职业教育青年技
能名师，建有国家教师教学创新团队、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山东省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等，“双师型”教师占比
89 . 4%；同时聘请了一批既有较高理论水平又有丰富实
践经验的外教、专家、学者、工程师、企业经理来校任教；

“十三五”期间，教师在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获奖
成绩位列全国第二。

学校坚持“与品牌为伍，与巨人同行”的校企合作理
念，与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华为科技有限公司、浪
潮集团、迅达电梯(中国)有限公司等500多家国内外知
名企业开展了深度校企合作，成立了济南市智能制造、
现代信息技术、现代物流三个职业教育集团。拥有国家
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公共实
训基地，建有工业1 . 0到工业4 . 0的工程训练中心、现代
交通训练中心、人工智能实训车间、新能源汽车实训中
心、智能物流综合训练中心等，还设有45个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试点，涉及30多个专业。

近五年，学生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和“互联网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57项，其中一等奖18
项。

济南市历城区旅游路5518号 邮政编码：250103

济南市历下区舜耕路12号 邮政编码：250014

咨询电话：0531-58188796、58183277、58183288、

82627535、82627561

济南职业学院网址：http://www.jnvc.cn

济南职业学院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zs.jnv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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