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

口腔医学 助产 工程造价

中药学 学前教育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康复治疗技术 市场营销 建筑工程技术

临床医学 大数据与会计 计算机应用技术

针灸推拿 电子商务 计算机网络技术

护理 工商企业管理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

护理学 学前教育 人工智能 市场营销

助产学 绘画
数 据 科 学 与 大

数据技术
财务管理

药学 工程造价 电子信息工程 物流管理

中药学 汉语国际教育 网络工程 土木工程

医学
检验技术

视觉传达设计 数字媒体技术

康复治疗学 舞蹈表演 汽车服务工程

中药制药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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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政法学院作为省内唯一一所以法
学教育为特色的公办本科高校，是全国政
法高校“立格联盟”成员单位、“一带一路”
联盟高校成员单位，是我省应用型本科高
校建设首批支持单位，是拥有省内法学学
科教师数量最多的高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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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有什么专业优势？
答：学校的法学、监狱学专业获批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际经济与贸易、
新闻学专业获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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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专业是山东省省级特色专业。网络空间
安全专业是教育部批准在山东省高校首批
开设的重点建设专业，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是教育部批准在山东省高校设置的第一家
重点建设专业。

问：学院今年有什么新设专业？
答：学校今年新设国际经贸规则专业，

该专业培养既具备扎实的中国法律知识和
执业能力，又通晓国际民商事法律制度，精
研国际经贸规则，拥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
沟通能力，能够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处
理国际经贸争端，以及能够解决“一带一
路”、国内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各类涉

外法律问题的高端经贸法律人才。
问：学院2022年的招生计划有多少？
答：我校2022年计划全国招收2980

人，其中夏季高考本科计划2625人(含省
外570人)，专科计划260人，春季高考本科
计划95人。专科和春季高考本科计划均在
省内招生。最终招生计划以主管部门批复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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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监狱学专业现场测试工作相关

通知请随时关注山东政法学院招生信息
网，以实时发布信息为准。

问：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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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加QQ群：735132728(山东政法学院
高考咨询)

山东政法学院
计划全国招收2980人，新设国际经贸规则专业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是一所公办全日制
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学校坚持地方性、应用
型办学定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

“以农为基、以工为主、农工融合”的办学特
色，完善和优化工农经管文艺理多学科协
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建校近七十年来，
为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

问：学校2022年本、专科招生计划是如
何安排的？

答：2022年我校普通高等教育总计划
4300人，其中本科招生计划2800人，专科招
生计划1500人，较去年大幅增加。我校本科
计划包含类别有夏季高考常规批、春季高
考本科批、公费农科生、美术类本科批。本
科计划除在山东招生外还在河北、河南、安
徽、贵州、四川、内蒙古、黑龙江、重庆、陕

西、西藏10个省份招生。专科计划包含夏季
高考常规批、美术类专科批。

问：请介绍一下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师
资力量。

答：学校现有三个校区，分别为济南校
区、齐河校区和淄博科教园区。设有16个教
学院部，今年有30个本科专业、16个专科专
业招生。现有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在校生
12000余人。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11245万
元，有校外实践教学基地108个、社会实践基
地36个。学校现有教职工874人，其中专任教
师580人，具有高级职称教师231人，硕士以
上学位教师646人。

问：请介绍一下公费农科生的相关政策。
答：公费农科生是在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大背景下，山东省为了推动乡村人才振
兴而采取的定向培养的重要举措。考生成

绩须达到山东省普通类一段线，在提前批
填报公费农科生志愿。公费农科生在校学
习期间可享受“两免一补”即免学费、免住
宿费，每月给予400元生活补贴；毕业后有岗
有编，直接到定向就业事业单位就业，纳入
事业编制。2022年学校公费农科生招生计划
27人，招生专业为农林经济管理，面向就业
地市为济南、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济宁、
泰安、威海、临沂、德州、菏泽11个市。

问：请介绍一下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
专业是怎样授课的？

答：学校与澳大利亚TAFE学院联合举
办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高等教育专科双
文凭项目，学制三年，在国内完成，澳方教
师按照课程计划来校授课。毕业后完成学
分可获得我校专科毕业证书和澳大利亚
TAFE证书。TAFE证书一方面可作为学生

出国深造的依据，在澳洲高校有抵消学分
的机会；另一方面学生雅思过5 . 0可申请到
澳大利亚就读本科。

问：学生的就业和升学情况如何？
答：学校高度重视学生就业和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工作，实施“一把手”工程，近年
来毕业生总体就业率都保持高位，考研率
19%左右，升本率70%左右。学校拥有一百多
个遍布全省各地的校外就业基地和创新创
业教育基地，设有就业指导中心和就业辅
导员，负责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创新创业指
导和优质就业单位推荐，每年定期举办招
聘会、双选会、企业宣讲会等，年均300余场。
学校现有10个专升本招生专业，应届毕业
生可以通过全省专升本考试考入本校本科
专业继续留校学习，也可以考入其它学校
继续深造。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农工融合，本科招生计划2800人

为什么选择山东现代学院？数字告诉你答案
11

学院拥有山东省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1人
1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1个中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项目

1个省级品牌专业群建设项目

获得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1项

22
2个校企共建实训基地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人
2个省级教学团队

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省级一等奖2项

33
3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3门省级在线开放课程

44
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省级二等奖4项
建设了4个省级特色专业

66
学院设有医学院、护理学院、药

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工学院、电

子信息学院6个二级学院。

88
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二、三

等奖8项。

99
校内建有医学、口腔、护理、学

前教育、电子信息、计算机、汽车技

术、经济管理、建筑工程等9个实验

实训中心，共132个实验实训室。

1122
12门省级精品课程

1188
学院开设18个专科专业

2255
学院开设25个本科专业

7766
完成企业咨询报告76项，其中

有3项重要软科学研究成果得到省

委、省政府的肯定性批示，进入决策

应用程序。

8800
教师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80余部

112299
山东省软科学成果奖、山东省高校

优秀成果奖等教科研成果奖励129项。

117700
学院教科研工作取得了丰硕成

果，近年来教师主持承担国家级教科

研课题26项，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省级重

大、重点及一般课题48项，山东省教

育科学规划课题、山东省人文社会科

学课题等厅市级课题170余项。

223300
获得国家专利授权和软件著作

权230余项。

228855
学院与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签

订全面合作协议，与海尔集团、浪潮

集团、山东开创集团、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山东建工集团、润华

集团、佳怡供应链企业集团、山东齐

鲁制药厂、葛洲坝集团、北京京东世

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285家企事业

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关

系，建成了校内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为学生搭建了良好的就业创业平台。

770033
学院大力培养和引进高水平师

资，自有专任教师703人，其中高级

职称者288人，占40 . 97%；具有硕士

学位的教师414人，占58 . 89%，“双师

型”教师384人，占54 . 62%。学院还从

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财经

大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等高校和企事业单位聘请了

300余位知名专家、教授、高级工程

师作为兼职教师，形成了一支专兼

结合、数量足够、结构合理、业务精

良、师德高尚的师资团队。

880000
发表学术论文800余篇，其中被

SCI、EI、CSSCI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收录40余篇。

996666
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和实践技能，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全国

及山东省学生专业技能大赛。共有

966人获奖，其中特等奖2人，一等奖

91人，二等奖350人，三等奖523人。

11226666
学院占地面积1266亩，校舍建

筑总面积45 . 29万平方米。图书馆管

藏纸质图书156 . 91万册，电子图书

24万册，建有完善的计算机网络服

务体系。

66000000000000
学院设有入学奖学金、学期奖

学金及助学金等教育基金600余万

元，每年为在校生提供600余个勤工

俭学岗位，先后资助万余名学生完

成学业，每学期评选“三好学生”“优

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发展优秀

学生入党。

8888776666666666
学院招生咨询电话：0 5 3 1 -

88766666，心动了就赶紧拨打电话

吧！让山东现代学院成为你梦想开

始的地方。

报考热线：0531-88766666 88270766
88270866

传真：0531-88260886
学院网址：http://www.sdxd.edu.cn
通信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20288
号山东现代学院 邮编：250104
到校路线：洪家楼乘坐311路，经十路乘
坐K301路或长途汽车东站乘坐城际班车
BRT971路至“山东现代学院”下车。

山东现代学院官方微信 山东现代学院VR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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