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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科技学院(原山东科技大学泰山
科技学院)是教育部于2004年批准设立的
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2021年2月经教育
部批准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本科层次普通
高等学校。校园借鉴古代书院围合式的
建筑风格，打造国际视野下的东方书院
制园林高校，是山东省唯一的全员书院
制大学。

一、学校有哪些层次和专业招生？
泰山科技学院招生层次有普通本科、

专升本、专科；招生类型有夏季高考、春季
高考、普通专升本、高职(专科)单独招生和
综合评价招生；招生学科涵盖工学、管理
学、经济学、法学、文学、艺术学；招生专业

涉及计算机、大数据、机械、电气、智能制造
等47个专业；学校2022年面向23个省份招
收4000余名普通本、专科学生，面向山东省
招收2000余名专升本学生。

二、学校的书院制教育在人才培养
方面有什么优势？

泰山科技学院实行“双院制”，即学
生学习在学院，生活在书院。书院制教育
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注重学生的个
性培养和差异化发展。书院在硬件配备
方面，建有健身房、师生共创室、创意厨
房、影音室、多功能会议室、创意生活馆、
项目工作坊等学习生活设施，免费向全
校师生开放；在教育资源方面，书院内配

备名誉院长、发展导师、全生异科导师
等，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和大学全过
程跟踪。

三、学生除学习扎实的专业知识外，
还能享受到哪些特色教育？

学校专门为学生开设了通识教育、
商科教育、特色体育教育、艺术教育、科
幻教育等，致力于培养既懂专业知识、又
有管理技能和领导素养的高素质复合型
人才。

学校先后与美国圣玛丁大学、美国
加州波莫那州立理工大学、韩国全州大
学、德国埃森经济管理应用技术大学等
国际高校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广泛开

展中外联合培养的硕士、本科双学位教
育活动，每年选拔优秀学生参加短期留
学、夏令营项目。

学校注重文化交流和传播，每周邀请
海内外知名学者、社会名人、各行业领军人
物等到校举办讲座、论坛、分享会。

四、学校住宿环境怎么样？
6人间，宿舍内配备上床下桌式学习

与生活空间、独立卫浴、干湿分离的双卫
生间、木地板、空调、热水、暖气，楼宇内
配备洗衣机、洗鞋机、烘干机、吹风机等
设施。

欢迎广大考生咨询报考泰山科技学
院，咨询电话0538-6305004、6305005。

泰山科技学院
山东唯一的全员书院制大学，今年招收4000余名本专科生

齐鲁理工学院自建校以来，坚持“以学
生为本、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办
学理念，秉承“知学、知道、知善、知美”校
训，弘扬“尚德、尚礼、尚勤、尚新”校风，全
面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
化传承与创新职能，现已成为一所以理工
学科为优势、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普通本科
高校。

问：学校有哪些学院，专业开设情况如
何？

答：学校下设11个二级学院：智能制造
与控制工程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教
育学院、艺术学院、医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
程学院、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设本科
专业52个，专科专业36个。现有国家级一流专
业建设点2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6个。省
级一流课程18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5门。

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省级教学成
果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8项。

问：学校今年有哪些招生类别？
答：普通本科、春季高考普通本科、艺

术类本科、校企合作本科、普通专升本、普
通专科、春季高考专科、校企合作专科、中
外合作办学专科、单招、综合评价招生。

问：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条件如何？
答：学校校内建有19个实验教学中心

及工程训练中心，5000余平方米的创新创业
园；校外建有539个实践教学、双创及实习就
业基地。图书馆现有藏书174 . 2万册，电子图
书180余万种，纸质期刊1200余种，电子期刊
2万余种，拥有万方期刊数据库等23个数据
库，为教学、科研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学校高度重视智慧化校园建设，投资
近1亿元打造智慧化校园平台，校园实现有
线、无线网络全覆盖，日常学习、生活“一

卡通”，获评山东省教育信息化应用优秀
案例。

问：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有哪些升学深
造途径？

答：首先是考研，学校高度重视学生考
研工作，协同各部门加强考研指导，提供丰
富的考研资源和温馨的考研服务，考研率
一直名列全国同类高校前列。

第二是专升本，学校始终把专升本作
为专科学生就业与发展的重要路径，把服
务学生专升本与专科人才培养有机结合，
尽力为学生专升本提供有力支撑。在各部
门、学院的共同努力下，专升本工作成就喜
人，2021年录取率达到83%。

还有就是国际交流，学校坚持开放的
办学理念，目前已与美国杜瑞大学、北俄亥
俄大学、北阿拉巴马大学、费舍尔大学，澳
大利亚迪肯大学、博士山学院，新西兰怀卡

托理工学院，德国帕德伯恩大学，马来西亚
沙捞越大学等海外43所高校建立了友好合
作关系，努力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升国际办
学水平。与韩国湖南大学的中外合作项目
经山东省教育厅批准、教育部备案，纳入统
招招生计划。

问：学校就业情况如何？
答：学校紧跟产业新需求，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加强同“十强产业”对接，
不断拓宽就业渠道，建有500多家校外实践
教学就业基地，与1000余家大中型企事业
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人才供需关系，每年
累计为学生开展各类就业求职招聘活动
300余场，提供就业岗位数万个。学校产教
融合协同育人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
典型案例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央电
视台新闻频道、齐鲁晚报等多家媒体报
道。

齐鲁理工学院
汲齐鲁文化精髓，育齐风鲁韵人才

作为山东省最早的民办高校之

一，齐鲁医药学院创建于1995年，现

由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举办(属
社会力量办学范畴中的“国企公有高

校”)。2018年9月，学校整体搬迁至位

于淄博大学城的新校区。建校27年
来，学校从自身实际出发，坚持以学

生发展为本，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紧紧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主

线，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教学质量不

断提高，人才培养水平稳步提升，在

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坚持内涵发展
提升综合实力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以社会

需求为导向，主动服务国家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新路径。围绕行业人才需求特

点，吸纳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

构建了“需求驱动、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新的人

才培养模式注重育人为本、学以致用

的理念，注重医文交融、医理渗透，厚

德载医、强化实践，推进了专业岗位

胜任力为导向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

强化学科专业建设。学校按照

“优化结构、突出特色、促进发展”的

专业建设思路，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

制。不断优化专业结构，突出医药特

色，初步形成了“医学为主、医药结

合、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结

构。目前，学校设有临床医学、医学影

像学、口腔医学等34个本科专业，涵

盖了医学、经济学、管理学、工学、理

学等五大学科门类。适应新医科建设

和大健康产业需求，着力打造了疾病

预防、管理、诊疗三大专业群，建设具

有自身特色的医药类专业集群。建成

药学等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
个、护理学等省级示范性专业2个、医

学影像技术等省级特色专业3个、食

品科学与工程等省级优势特色专业5
个、医学检验技术等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4个、口腔解剖生理学等省

级一流课程4门。

坚持“人才强校”战略。学校注重

引进与培养相结合。制定《高层次人

才引进实施办法》《“百名博士”引进实

施办法》《“百名教授”引进实施办法》

《“百名医师”引进实施办法》等人才引

进优惠政策，有目的、有计划地引进高

层次、高水平人才，提高教学、科研整

体水平，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经过努

力，专任教师中硕士学位以上教师占

比75.54%，高级职称占比45.32%。2020
年以来，学院通过“三百计划”引进117
名博士、121名教授，引进泰山学者、泰

山产业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高端人才

十余人，为学院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人才储备。

注重教学基地建设。学校以岗位

胜任力培养为导向，以职业素养和实

践能力为主线，构建了集基础性、专

业性、综合拓展性“三位一体”的实践

教学体系。初步形成了三级医院、二

级医院、一级医院构成的三级实践教

学基地网络。实现了学生早临床、多

临床、反复临床，为培养医学生临床

专业能力和全科医学素养提供了保

障。

学校内涵建设初显成效，毕业生

考研和专升本两个质量观测点成绩

喜人。近3年，百余名学生被复旦大

学 、北 京 大 学 、首都 医 科 大 学 等

“985”、“211”院校录取。

注重人文素养
促进全面发展

培育学生“三心”。发掘学校诞生

地——— 淄博市博山区“孝文化”元素，

学习“孝”文化，践行“孝”之道，培育

学生“孝敬之心”。在青年学生中开展

“给父母的一封信”“我和我的父亲母

亲”等活动，培育学生“感恩之心”。举

办“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书画展”“歌唱祖国”“礼赞

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系列活动等，

加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

国之心。

锻造“三种精神”。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并记录每个学生参加志愿者活

动的情况，载入学生档案，弘扬青年

志愿者精神，锻造学生“奉献精神”。

学校现有注册志愿者8000余人，每年

志愿服务达40000余人次。鼓励青年

学生积极参加服务西部计划，锻造学

生“担当精神”，近3年有200多名学子

参与，近160位同学选择留在西部、扎

根西部，十多名志愿者荣获市级以上

荣誉称号。举办“挑战杯”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鼓励学生参与课题研究，

实现学生早期接触科研，培养学生勇

往直前、探索不息的“创新精神”。

锤炼“三种情怀”。学校的职业素

养教育，是从新生刚入校就开始的。

开展“白大衣授予”活动，让学生体

悟医学使命，领会医学生担当，树立

“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信念，培育

学生“爱业情怀”。开展“翻转讲台”

活动，挖掘学生潜在的沟通能力，以

医疗文明和人文情怀促进和谐的医

患关系，培育学生“沟通情怀”。开展

“‘无语体师’清明追思”活动，让学

生在学习医学知识的同时，学会尊

敬生命、敬畏生命、珍惜生命，培育

学生“敬业情怀”。

搭建多样平台
服务就业创业

齐鲁医药学院高度重视学生就

业工作，深入落实就业工作“一把

手”工程，书记校长亲自挂帅，积极

推进“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

多措并举，为学生高质量就业保驾

护航。学校通过多种渠道，帮助学生

规划职业生涯、进行就业指导，培育

学生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

开创“实习+就业”模式。2012
年、2014年两次获团中央授予的“优

秀等次项目办”称号。

积极拓宽就业市场。通过走出

去，引进来，开展多层次、多方面的

合作交流，促进各专业学生充分就

业。先后与大型药企鲁南制药集团、

上海顶信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句容市卫计委等建立了“顶岗实习+
就业”的合作关系。学校就业率常年

保持同类院校领先，每年有100余名

学生就业于国内百强医院、三甲医

院或世界五百强企业。

春暖杏林育新人，悬壶济世惠

苍生。27年，建设医学名校的办学

初心，从未改变；27年，坚持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牢记于心。齐鲁

医药学院将秉承“允理允能，精益

求精”校训，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为目标，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强化

特色发展，奋力推进学校内涵式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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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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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