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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项活动
助力消费热潮

2022惠享山东消费年·钜惠暖冬
消费季暨“悦购悦生活”岁末消费助燃
季活动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承办，旨
在抓住岁末年初这一传统消费节点，
携手实体商业抱团出击，联动各主流
商超、购物中心、家电品牌等实体业
态，在产品和服务上推出组合优惠措
施，拉近实体商家与消费者的距离，助
力消费复苏，激发市场活力。

“2022惠享山东消费年·钜惠暖冬
消费季”活动抢抓节庆消费热点，激发
消费潜力。组织商超利用元旦、春节消
费旺季，开展优惠促销。举办“首届老
字号年货节”“泉城购国际消费购物
节”等活动。

消费季活动注重线上线下齐发
力，掀起一轮新型消费热潮。指导电
商企业精选商品和服务，创新直播带
货、社交电商等新模式，开展实折实
扣促销，助力山东产品走向全国。举
办“2023年网上年货节”“鲁浙直约赢
商会”“日照网络经济星推官公益大
赛”等9场活动，推出消费新业态、新模
式、新场景、新体验，促进新型消费发
展。

在特色商业街促销和美食餐饮促
销方面，以步行街和商圈为载体，举
办“岁末消费助燃季”“夜GO海滨都市
节”“品味青岛2022国际美食文化嘉年
华”“2022淄博市餐饮消费季系列活
动”等20余场活动。

本次活动还以发放政府消费券为
契机，推动消费政策落实，发挥消费券
等政策的“乘数效应”。

晒购物小票
抽奖赢免单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传统节日春
节，各大商超、购物中心也纷纷发力，
为市民准备了多重氛围感满满的节日
活动与优惠，持续点燃消费热度。

为丰富广大市民购物体验，提升
消费市场活力，岁末消费助燃季之全
民“晒单”挑战赛于岁末惊喜来袭。本
次“晒单”挑战赛是2022惠享山东消费
年·钜惠暖冬消费季暨“悦购悦生活”
岁末消费助燃季的主线活动之一，消
费者在省内银座各店、大润发各店、贵
和购物中心、济南恒隆广场、海尔智家
等省内实体门店消费后，在小程序晒
出购物小票即可参与抽奖活动，有机
会赢取最高3000元的免单大奖以及体
脂秤、智能养生壶等精美礼品。

活动一经推出即得到众多消费者
的热情参与，据悉，活动结束后，主办
方将通过电脑摇奖，随机选出免单大
奖以及各项幸运奖获得者。

“悦购悦生活”岁末消费助燃季活
动注重线上线下齐发力，除“晒单”挑
战赛以外，“种草”带货总动员、视频探
店大联播等精彩内容也轮番上演，齐
鲁壹点相关专题浏览量逾70万，为实
体商企花式带客流、促消费。

“暖冬齐鲁 品质泉城”
促进消费新主张

作为“2022惠享山东消费年·钜
惠暖冬消费季”的重磅活动之一，1
月14日，“暖冬齐鲁 品质泉城”惠
享山东消费年·钜惠暖冬消费季暨
泉城购·品质消费节在济南579百工
集艺术街区盛大启幕。活动由山东
省商务厅、济南市商务局主办，济南
广播电视台、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承
办，得到了鹊华MCN、579百工集的
大力支持。

据悉，本次活动联合商业企业
和商圈，有针对性地推出了组合式
多样化的优惠项目。活动设计了线
上宣传打卡、“品质消费新主张”等
主题，线下商圈促销、展示等形式协
同发力，双管齐下推广品质消费新
亮点，满足市民对品质消费升级的
需求。

启动仪式上，济南广播电视台的
主持人们以“品质推荐官”的身份闪
亮登场，发布了“GO品质”“GO时尚”

“GO健康”“GO味道”四大品质消费板
块。泉城购·品质消费节整合提升精
品“吃喝玩乐购”促消费活动，助推济
南高品质的消费之城建设。

2022惠享山东消费年·钜惠暖冬消费季助力商业“迎春”

新型消费，这边多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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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逛超市
的体验真不错。看
到这么多人，感觉
烟火气真的回来
了！热热闹闹才是

年！”济南市民徐女士表示。
春节到来，由山东省商

务厅、大众报业集团主办的
“2022惠享山东消费年·钜惠
暖冬消费季”活动正在火爆
进行中。活动以“至诚山东·
乐享消费”为主题，自2022年
12月10日正式启动。活动围绕
汽车促销、家电家具促销、名
优商品促销、美食餐饮促销、
特色商业街促销、农村市场
促销、线上消费“七大主题”，
策划开展69项重点活动，助力
商业“迎春”。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是一所省属公办全

日制普通高校，是以水利为特色，以工科为

优势的高职院校，具有60多年职业教育办学

历史。学校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水为魂”

的办学理念，秉承“上善若水、海纳百川”的

校训，遵循“水利特色、工科优势、凝练品牌、

强化服务”的办学思路，确定了“立足水利、

面向社会、服务一线”的办学定位。学校是全

国优质水利高等职业院校、全国水利高等职

业教育示范院校、全国职业院校魅力校园、

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

设单位、国家级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
培育单位。

硬件设施齐全先进

学校总占地面积1595亩，校舍总建筑面

积65万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值3 . 04亿
元，图书馆藏书129万册。按照“数字化、智能

化、智慧化”的原则，建成智慧水利、智能制

造等162个设备先进的校内实验实训基地，

拥有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3个，国家级协

同创新中心2个。与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

程局有限公司、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等
300余家大中型企业合作，构建产教融合发

展共同体。

师资队伍德技双馨

学校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形成了结构合

理、业务精良、师德高尚、富于创新、充满活力

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其中，正高职称59人，

副高职称189人。拥有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

学创新团队1个，国家级课程思政教学团队1
个，全国优秀教师1人，山东省高校黄大年式

教师团队1个，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山东省教学名师、山东省优秀教师、齐鲁

工匠、全国水利职教名师等50余人。

专业建设优势突出

学校主动适应水利行业和地方经济建设

需求，与行业企业合作共同打造水利工程与

管理、现代交通工程技术、建筑产业现代化施

工与管理、智能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8个特

色专业群，专业体系更加完善，专业内涵质量

明显提升，基本实现高职水利类专业的全覆

盖，打造了以水利工程与管理专业等为代表

的一批在山东省乃至全国同类院校中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的优质特色品牌专业，形成了“水

利特色、工科优势”专业群，为现代水利事业

及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

学校拥有教育部认定骨干专业5个、教育部现

代学徒制首批试点专业2个、全国优质水利专

业3个，省高水平专业群2个(专业5个)、省特

色专业8个、省特色名校重点建设专业群10个
(专业21个)，省品牌专业群2个(专业8个)、省
优质建设专业群4个(专业20个)。水利工程专

业群作为山东省高水平专业群立项建设。

人才培养成效斐然

学校面向山东、河北、江苏、安徽、辽宁等
24个省份招生。近三年毕业生就业专业相关

度85 . 91%，获取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比例达
100%，总体就业率均在98%以上，毕业生赴中

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水发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水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

尔集团、山东港口集团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等大型企业就业比例显著提高，实现了高起

点、高质量就业。学校51名学生入选首批“齐

鲁工匠后备人才”。

学校坚持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人

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关键路径，先后与中国水

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北控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山东港口集团、山东五征集团有

限公司、京东集团等大中型企业开展不同层

次的校企合作，构建了协同育人、协同发展的

校企命运共同体，实现了校企合作机制和人

才培养模式的协同创新，提升了人才培养质

量，被山东省教育厅评为山东省校企合作一

体化办学示范院校。

国际交流广泛深入

学校国际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

拓展，与俄罗斯、德国、韩国、马来西亚、老挝等7
个国家的10余所高校建立了稳固的友好合作关

系，实施国际合作项目12项。学校与俄罗斯国立

农业大学、俄罗斯伊万诺沃国立化工大学开展

长期深度合作，中俄合作办学人才培养质量不

断提升，派出的留学生实现了本科、硕士及博士

全覆盖，培养了1000余名通晓国际标准的国际

化人才。与俄罗斯教育部合作建立了覆盖华东、

华北地区唯一一家俄罗斯国家对外俄语水平考

试(培训)中心，培养了一大批双语人才。

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积极探索

国外合作办学新模式，先后派出50余名学生

赴韩国南部大学交换学习。学生在跨文化交

流中感受不同的文化氛围、思维方式和教育

模式，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锻炼交流沟通能

力，提升语言交流、独立学习和自立自主能

力。

系
部 招生专业 综合评价

招生计划
单独考试
招生计划

单招专业
对应类别 合计

水
利
工
程
系

智慧水利技术 30 20 建筑 50

治河与航道工程技术 30 20 建筑 50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40 建筑 40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30 20 建筑 50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30 20 建筑 50

工程测量技术 20 30 建筑 50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20 20 建筑 40

智慧水利技术(运动专长) 20 20 建筑 40

建
筑
工
程
系

建设工程管理 50 30 建筑 80

建设工程监理 50 30 建筑 80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40 20 建筑 60

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 40 20 建筑 60

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运动专长) 20 20 建筑 40

建筑工程技术(退役军人) 50 50

资
源
与
环
境
系

水文与水资源技术 35 25 建筑 60

环境工程技术 40 35 建筑15、化工与
环境20 75

水生态修复技术 35 25 建筑 60

给排水工程技术 35 25 建筑 60

园林工程技术 35 25 现代农艺 60

机
电
工
程
系

无人机应用技术 60 60 机电技术40、自
动控制20 120

工业机器人技术 60 60 机电技术 120

工业机器人(运动专长) 20 20 机电技术 40

信
息
工
程
系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0 30 电子技术 80

物联网应用技术 60 20 电子技术 80

软件技术 30 20 软件与应用技术 50

计算机应用技术 55 25 软件与应用技术 80

计算机应用技术(运动专长) 20 20 软件与应用技术 40

经
济
管
理
系

金融服务与管理 60 20 财税 80

财税大数据应用 20 60 财税 80

财富管理 60 20 财税 80

财富管理(运动专长) 20 20 财税 40

商
务
管
理
系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40 30 酒店管理 70

现代物流管理 40 30 物流管理 70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35 20 电子商务 55

跨境电子商务 35 20 电子商务 55

关务与外贸服务 35 20 国际商务 55

现代物流管理(退役军人) 50 50

注：我校2023年单独考试招生和综合评价招生专业及

计划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为准。

·
消
费


	T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