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2019 年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为了保证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2019 年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学院和考生
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
育部、山东省教育厅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院招生工作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一条 本章程适用于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普通高职招生工作。
第二条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工作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
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
第三条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工作接受纪检监察部门、新闻媒体、考生及
其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章 学院概况
第四条

学院名称及代码：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12819

第五条 学院地址：山东省潍坊市西环路 6388 号
第六条 办学层次：专科（高职 ）
第七条 办学类型：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
第八条 批准成立时间：学校始建于 1978 年，2001 年 8 月升格为山东纺织职
业学院， 2006 年 4 月更名为现校名。2008 年被教育部、财政部确定为“国家示
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立项建设院校。2017 年被省教育厅、财政厅确定
为山东省首批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
第九条 办学情况：
学院坚持“质量立校人才强校 特色兴校 依法治校”发展战略，创新实施“知
识传授、技能训练、创新实践、素质养成、价值积累”五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
以“谋发展，重内涵，补短板，强管理”为工作思路，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产教融合为路径，强
化内涵建设，打造职教品牌。

目前，学院高职在校生 15671 人，现有专任教师 779 余人，主校区占地面积
2506 亩，校舍建筑面积 477934 平方米，图书藏量 98.22 万册，教学仪器设备总
值 14889.92 万元。开设纺织服装、商务外语、经济管理、机械制造、建筑工程、
生物与化学、信息工程、艺术传媒设计、汽车工程等 11 个专业群 51 个专业，其
中有 4 个专业与本科高校实施“3+2”贯通培养。
学院现为山东省智能制造业公共实训基地、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山
东省大学生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山东省专业技术兵员储备基地、潍坊市志愿服务
学院、省工业设计中心、省行业技术中心、中非国际人才培训机构、省制造业紧
缺人才培训基地、省级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基地、省基层管理人员培训基地。学院
学生职业素养高，仅在 2018 年，学院师生就获得国家技能大赛 5 个一等奖。建
院以来培养了各类技能型人才 7 万多名，毕业生就业率连年在 98%以上，为我省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学院凝聚了“产学研一体,职场化育人,国际化办学,
现代化治理”的办学特色。
坚持产学研一体办学。学院携手中国中车、一汽大众、北汽福田、联想集团、
潍柴集团等 500 余家龙头骨干企业构建起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工作平台。与一汽大
众、浪潮集团、中安联合集团、歌尔集团、鲁泰集团共建二级学院，探索混合所
有制二级学院办学模式。
近三年来，学院共承担校企合作项目与技术服务项目 300 项，争取经费近一
千万元；承担国家星火科技计划项目 3 项，承担市厅级科研立项项目 157 项，承
担山东省工业转方式、调结构重点技术改造项目与技术创新项目 9 项，承担省
“两区”建设重大带资课题 1 项，承担省蓝区建设人才发展项目 2 项。获得市厅
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 195 项，潍坊市科技进步奖 9 项。学院成为潍坊及周边地
区中小企业的科技开发与技术服务中心，拥有山东省制造业紧缺人才、“金蓝
领”等 17 项培训基地品牌，每年开展各类社会培训服务 2 万余人次。
创新职场化育人模式。学院创新实施了职场化育人模式，动态确定每级学生
培养目标和规格；开展职场化教学，教学内容对接职业标准和生产实际，教学过
程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学院为国家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拥有 3 个国家级和
4 个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学院现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5 门，省级精品

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77 门；省级教学团队 9 个；学院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
成果二等奖 4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20 项。
学院开展现代职教课程改革，启动“互联网+”背景下的行动导向课程改革，
运用信息化技术改造传统“教”与“学”,目前学院有 600 余门课程实现了改
革。学院信息化教学改革入选教育部职业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战略研究案
例，走在了全国同类院校前列。
突出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近五年申报专利 4536 件，其中发明专利 978 项，
授权 432 项，学院被山东省知识产权局授予“知识产权优势单位”。
强化学生职业素质、职业品德培养。打造“志愿服务”品牌，2018 年 6 月，
学院 818 名师生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志愿服务并圆满完成任务，2008 北
京加奥运会、国庆 60 周年大典、上海世博会、全运会等国家大型活动上都有山
科志愿者的身影，志愿服务活动成为学院耀眼的品牌与名片。
培养学生的强健体魄，让参与体育活动成为学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院的体
育工作连创佳绩，2018 年第二十一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山东赛区比赛上，
学院男女篮双双夺得冠军，这是男篮继“八连冠”（2005-2012）后又一次取得
“三连冠”（2016-2018），女篮已获“五连冠”（2014-2018）。学院男足获得
2018 山东省大学生足球赛预选赛夺得冠军；2018 年山东省第二十四届运动会（大
学生组）足球赛再夺冠军。跆拳道队连续 9 年参加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共获
得 32 金 13 银 13 铜，居全国高职院校首位。学生舞狮队、武术队应邀赴德国参
加“中国民俗文化节”巡演。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学院近年来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建有东非（乌干达）国际学院，至今已与德国、澳大利亚等 17 个国家的 126 所
院校和机构建立友好合作关系。2018 年，学院在美国海湾州立大学建立 “山东
科技职业学院 BSC 工作站”，与英国北安普顿大学合作举办的合作办学市场营销
专业获得教育厅批复，截至目前，学院与德国、韩国等高校举办了 8 个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近五年学院共接收来自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 25 个国家的来华
留学生 1000 余名，80%以上来自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院荣获“2018 亚
太职业院校影响力 50 强”称号。
致力推进现代化治理。学院将管理体制现代化改革作为学校全面系统改革的
突破口，科学研究制定重大决策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引进 ISO9001 质量管理

理念，初步形成了覆盖人权、事权、财权、质量标准、工作流程的全方位、制度
化、系统化现代学院管理体制。改革释放出强大能量，为推动学院现代化发展提
供了不竭动力。
学院被授予全国教育部学生管理 50 强、全国教育部教学管理 50 强、全国“工
人先锋号”、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典型学校、全
国职业院校就业竞争力示范院校、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影响力 50 强、省级文明单
位、全省职业教育先进集体、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省普通
高校德育工作优秀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十条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成立以学院领导为组长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

导小组负责制定招生政策和招生计划，讨论决定招生工作重大事宜。
第十一条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是组织和实施招生及其相关工作

的常设机构，具体负责学院普通高职（专科）招生的日常工作。
第十二条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纪委对招生工作实施全程监督。

第四章 招生计划
第十三条

我院面向全国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三年制专科生，

各专业招生计划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为准。
第十四条

学院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根据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源、

毕业生就业等情况，结合学院办学条件科学编制，并通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招生主管部门、学院招生简章、学院网站等形式向考生和社会公布。
根据生源情况和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管理部门的要求，在与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招生管理部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报请省级招生计划主管部
门批准后，可以调整招生计划。

第五章 录取
第十五条 在高考成绩达到同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中，学院按照
各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规定的投档比例调阅考生档案，具体比例由各省（市）招生
主管部门确定。

第十六条 按照教育部要求，高校招生实行“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
原则。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以文化考试成绩为主，公平竞争、择
优录取的原则。
第十七条 录取规则：严格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录取政策和划
定的录取分数线执行。
1.根据各省的志愿设置及投档录取原则录取。对实行平行志愿的省份，执行
相关省份的投档规定，按“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接受投档，第一次填报志
愿的投档考生不足时，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征集志愿考生。对未实行平行志愿的省
份，按照“志愿优先，从高分到低分录取”的原则录取，先录取第一志愿报考本
校的考生，第一志愿投档考生不足时，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以此类推。
2.按“专业志愿清”原则录取。对每一院校志愿进档考生，根据考生的专业
志愿、文化总分并参考高考相关科目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体检情况，
首先按第一专业志愿录取考生，第一专业志愿不能满足时，安排第二专业志愿，
依此类推。若无法满足考生报考专业志愿，服从专业调剂者，参考文化总分、相
关科目成绩、体检情况，将其调剂到相应招生计划尚未完成的专业；不服从专业
调剂者，则作退档处理。
3.单独招生考试及录取执行《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2019 年单独招生章程》以
及教育部、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相关规定。
4.艺术类专业投档原则、录取规则按照《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2019 年艺术类
招生章程》以及教育部、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相关规定执行。
5.录取结果的公布渠道：招生办咨询电话、学院网站、录取通知书等。
第十八条

外语语种要求：各专业外语语种不限。

第十九条

男女比例：报考各专业不限男女比例。

第二十条

对考生身体健康要求：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

见》文件规定。

第六章 其它
第二十一条 新生入校后，学院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复
查。将新生《录取通知书》《准考证》、中学（人事）档案、电子档案、优惠照
顾的原始证件等相关材料进行反复比对，做到准考证、录取通知书、居民身份证

中的照片等信息和本人一致，凡不一致者，不得注册。入学后，要切实做好新生
的体检复查工作，对隐瞒既往病史或发现与原体检结论不符者，要将具体事项填
写《体检复查登记表》。通过复查，如发现伪造材料取得报考资格者、冒名顶替
者或体检舞弊及其他舞弊者，按照有关规定坚决予以清退。
第二十二条 普通高职学费和住宿费的收取，执行山东省物价局统一的标准。
第二十三条 退费按照《山东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鲁政办字〔2018〕
98 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在校大学生应征入伍可享受国家优惠政策。
第二十五条 资助特困生政策
学院坚持“资助与育人相结合”，围绕立德树人、科学引领、助力成长、全
面成才的工作理念，积极探索创新育人工作新模式，不断丰富资助育人内涵，将
“资助与育人相结合”的理念贯穿学生资助工作全过程。构建起以国家助学贷款
为主要手段，以奖助学金为激励方式，以绿色通道、勤工助学、学费减免、困难
补助为辅助的多元化、分层次、全覆盖的资助育人服务体系，全面完成了“不让
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目标。
第二十六条 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证书种类：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学历证书
第二十七条 学院不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代理招生相关事宜。对以山东科技
职业学院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机构或个人，学院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
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若有与上级有关政策不一致之处，以国家和上级有关政
策为准。未尽事宜，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由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

此招生章程已经山东省教育厅审核，并在教育部备案，详细内容可登陆山东
省教育厅网站（http://edu.shandong.gov.cn）或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网站（http://gaokao.chsi.com.cn）查询。
联系方式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
咨询电话：0536－8187758

8187753

8187768

学院网址：http://www.sdvcst.edu.cn/

招生 QQ 群：461549773 75254441
E--mail:sdzyzsk@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