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
代码

学校
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计划数
最低录取
控制线

挂靠高职院校
招生
类别

616 青岛电子
学校

B1 计算机应用技术 90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
读高职

B2 计算机网络技术 92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B3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50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B4 物联网应用技术 43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5 应用电子技术 4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6 电气自动化技术 4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617

青岛旅游
学校

B1 旅游管理 80 38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
读高职

B2 空中乘务 160 360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B5 旅游日语 40 38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6 酒店管理 70 380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B7 应用韩语 40 38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8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40 380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备注：青岛旅游学校B1、B2、B5、B6、B7、B8专业需要面试合格，未面试或面试不合格不予录取。B6专
业将从中选拔30名成绩优秀的学生，开设中澳国际班，学费2 . 5万元/年

643
山东省轻
工工程学

校

B1 会计 30 400 潍坊职业学院

三二连
读高职

B2 电气自动化技术 30 400 潍坊职业学院
B3 模具设计与制造 25 400 潍坊职业学院
B5 数控技术 25 400 潍坊职业学院
B6 机电一体化技术 105 450 潍坊职业学院
B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5 400 潍坊职业学院
B8 药品生物技术 30 400 潍坊职业学院
B9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30 300 临沂职业学院

644
山东省青
岛卫生学

校

B1 护理 325 460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三二连
读高职

B2 药学 100 500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B4 康复治疗技术 45 460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B5 助产 100 480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645
山东省青
岛第二卫
生学校

B1 护理 270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三二连
读高职

B3 药学 40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B4 助产 70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662 青岛华夏
职业学校

B1 会计 160 420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
读高职

B2 金融管理 80 400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B3 国际贸易实务 40 380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B4 电子商务 80 380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B5 动漫制作技术（五年制贯通培
养）

80 380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683

青岛市黄
岛区高级
职业技术

学校

B1 计算机信息管理 50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
读高职

B2 机电一体化技术 50 济南职业技术学院
B3 学前教育（非师范类） 20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4 电子商务 4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0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B6 数控技术 30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B7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30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B8 动漫制作技术 3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685
莱西市职
业教育中
心学校

B1 服装与服饰设计 19 山东省服装职业学院

三二连
读高职

B2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7 山东省交通职业学院
B3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6 威海职业学院
B4 机电一体化技术 27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6 数控技术 27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7 烹调工艺与营养 27 威海职业学院
B9 电子商务 27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686
平度市职
业中等专
业学校

B1 畜牧兽医 20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三二连
读高职

B2 食品加工技术 20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B3 计算机应用技术 40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B4 机电一体化技术 3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5 学前教育（非师范类） 16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6 服装设计与工艺 30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B7 建筑工程技术 30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B8 园艺技术 20 潍坊职业学院

725 青岛商务
学校

B1 物流管理 80 38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
读高职

B2 环境艺术设计 40 44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3 电子商务 80 35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4 环境工程技术 30 350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730

胶州市职业
教育中心学

校

B1 会计 3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
读高职

B2 物流管理 3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3 学前教育（非师范类） 150 烟台职业学院
B4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B5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B6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 烟台职业学院
B7 数控技术 30 威海职业学院
备注：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B3专业需要面试合格，未面试或面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759
青岛市化工
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

B1 应用化工技术 3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
读高职B2 商检技术 95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
代码

学校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计划
数

最低录取
控制线

挂靠高职院校 招生类别

760 青岛外事服务
职业学校

B1 报关与国际货运（五年制贯通培养） 90 360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2 国际贸易实务 105 360 青岛酒店管理学院
B5 商务日语（五年制贯通培养） 33 360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B6 应用韩语（五年制贯通培养） 33 360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B7 电子商务（五年制贯通培养） 45 360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B8 商务英语（五年制贯通培养） 34 360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762 青岛交通职业
学校

B1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20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2 汽车营销与服务 40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B3 航海技术 35 滨州职业学院
B4 汽车车身维修技术 30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763
青岛城市管理

职业学校

B1 物业管理 37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2 环境艺术设计 38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B4 酒店管理 40 威海职业学院
B5 物联网应用技术 65 潍坊职业学院
备注：青岛城市管理职业学校B4专业需要面试合格，未面试或面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764 青岛市供销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

B1 电子商务 40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B2 计算机应用技术 40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765 青岛烹饪职业
学校

B1 烹调工艺与营养 50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2 西餐工艺 60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B3 中西面点工艺 40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B4 酒店管理 30 360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766 青岛财经职业
学校

B1 会计 160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2 电气自动化技术 60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B3 国际贸易实务 60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B4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80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767 青岛工贸职业
学校

B1 数控技术 8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2 模具设计与制造 4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3 广告设计与制作 50 威海职业学院
B4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0 威海职业学院

768
青岛市房地产
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B1 建筑工程技术 90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2 工程造价 90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B3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90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769 青岛高新职业
学校

B2 旅游管理 50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3 服装与服饰设计 4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4 会计 8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5 机电一体化技术 45 潍坊职业学院
B6 计算机网络技术 4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45 潍坊职业学院

770

青岛市城阳区
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B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45 潍坊职业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2 学前教育（非师范类） 145 潍坊职业学院
B3 建筑工程技术 35 潍坊职业学院

备注：青岛市城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B2专业需要面试合格，未面试或面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771
青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

B1 机电一体化技术 4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2 学前教育（非师范类） 80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B3 酒店管理 3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4 会计 40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B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0 淄博职业学院
B6 数控技术 4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7 物流管理 40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772
青岛市城阳区
职业教育中心

学校

B1 会计 110 380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3 动漫制作技术 50 380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B4 服装与服饰设计 40 38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5 机电一体化技术 40 38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773
青岛市黄岛区
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B1 数控技术 50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2 机电一体化技术 80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B3 汽车营销与服务 50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B8 建筑工程技术 50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774 莱西市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

B1 畜牧兽医 20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3 学前教育（非师范类） 26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4 建筑工程技术 20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775 青岛经济职业
学校

B1 工艺美术品设计 35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2 国际贸易实务 35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B3 计算机应用技术 35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B4 药品生产技术（中职药剂） 35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B5 药品生产技术
（中职制药技术）

35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788 青岛胶南珠山
职业学校

B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85 青岛黄海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2 机电一体化技术 80 青岛黄海学院
B3 数控技术 73 青岛黄海学院
B4 电子商务 150 青岛黄海学院

790
青岛海运职业

学校

B1 航海技术 60 滨州职业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2 轮机工程技术 30 滨州职业学院
B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10 滨州职业学院
B4 机电一体化技术 60 滨州职业学院
B5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40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备注：青岛海运职业学校B1、B2专业要求男性；报考所有专业须符合学校对该专业的体检等要求，具体要求详见学校招生简章

870 青岛市建筑工程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

B1 建筑工程技术 55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888 即墨市第一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

B1 服装与服饰设计 4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2 学前教育（非师范类） 200 济南职业学院
B3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 济南职业学院
B4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B5 数控技术 20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889 青岛艺术学校
B1 环境艺术设计 3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三二连读

高职
B2 音乐教育（非师范类） 3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B3 学前教育（非师范类） 115 青岛职业技术学校

备注：青岛艺术学校B1、B2、B3专业需要面试合格，未面试或面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学历性质
学校
代码

专业名称
招生
计划
班级
数
就读
校区

联办单位

“3+4”本科
分段培养

616
计算机应用 45 1 台东 青岛科技大学

（公办全日制本科）电气技术应用 45 1 台东

3+3+2
中日国际
硕士

A03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30 1

市南

日本京都计算机学院和日本京都情
报大学院大学合作。
前三年学费2.4万人民币/年，后五
年学费90万日元/年。

3+3中美
本科

计算机应用 30 1

美国剑桥学院合作，前三年学费5万
人民币/年，通过国内学分转换，后三
年美国留学，学费每学分415美元
（在美国完成本科至少需要修满72
学分）。

三二连读
大专

616

计算机应用 90 2 市南

台东
青岛酒店管理学院

（公办全日制大专）
计算机网络技术 90 2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50 1 市南

五年制
贯通培养

616

物联网应用技术 40 1

台东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全日制大专）
电气技术应用 40 1

电子技术应用 40 1

普职融通
实验班

A03

计算机应用
（高考升学）

40 1 市南 与二中分校联办

参加春季高考升学电气技术应用
（高考升学）

40 1 市南

职业中专
A02

计算机应用
（高考升学）

45 1
台东 春季高考升学

电气技术应用
（高考升学）

45 1

通信技术 30 1 台东 海信通信就业

A03
3D立体设计与打印
技术

30 1 市南 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合作企业就业

A26 教育·关注 2018年5月17日 星期四
责编 王菊 美编 于娟 值班主任 高亮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菊

5月17日上午8时，今年青岛中考志愿
填报的大幕正式拉开。接下来的三天时间
里，考生和家长要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志愿
填报系统，完成网上填报。最近几天，“半
岛中考帮”微信群极度活跃，家长们不停
地在群内咨询各种问题，力争在志愿填报
前把所有疑问都消除。考生和家长如仍有
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继续扫描二维码加
群。
5月15日19:00，崂山二中孙贵明副校
长和郭俭副校长做客半岛中考帮微信群，
为即将进行中考志愿填报的家长们答疑
解惑。“一志愿报了崂山二中金融班，就相
当于报了两个志愿，对吗？”“崂山二中今
年在市内四区招多少学生？”……针对家
长们的问题，孙贵明副校长一一进行了解
答。据了解，2018年崂山二中面向市内三
区和崂山区共招收9个班，包括2个自主招
生班、2个金融实验班、5个普通班（含崂山
班）。第一志愿填报崂山二中“金融教育特
色班”志愿，而未被录取的考生，该志愿等
同于第一志愿报考崂山二中普通班，参加
普通班录取。并且在普通班录取时，可参
与确定是否享受指标生待遇。同样，第二
志愿可以报崂山二中“金融教育特色班”，
如未被特色班录取，该志愿等同于第二志
愿报考崂山二中普通班志愿。
“正好孩子想报崂山二中，能加入到
这个群真是太方便了，咨询起来十分高
效。”一位家长感叹，“半岛中考帮”着实为
他们和学校搭建了沟通桥梁。
今年，半岛都市报继续利用报纸、微

信公众号、半岛客户端、半岛网、微信群等
全媒体平台，全程为今年的中高考之旅保
驾护航。本报教育帮万人微信群特别推出

“半岛中考帮”“半岛高考帮”栏目，有众多
精通招生政策、了解本校招生情况的权威
专家，为学生、家长解答与该学校中高考
招生有关的问题。
不仅初三、高三的考生家长，一些初

二、高一、高二的学生家长也提前加入微
信群打探招考信息。5月11日晚，“半岛高
考帮”微信群邀请多年从事高考志愿填
报、自主招生、综合评价规划工作的高校
自主招生命题研究专家胡勤莉进群，讲解
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招生政策，与高一高
二的学生和家长交流自主招生和综合评
价招生的相关信息，受到家长们的欢迎。
“半岛中考帮”“半岛高考帮”微信群
内不仅有专家对家长和准考生们进行政
策答疑，本报还将在微信群内举办针对考
生及家长的免费公益讲座、免费微课。例
如，之前我们邀请了跨洋博士秦冲、清华
学子宋爽、数学学霸李彦樵等优秀学生，
还有青岛二中特级教师戴公进、二中国际
课程基地的丁磊校长先后担任主讲人，与
广大学生、家长一起分享学习经验。
如果您家也有考生并关注各所学校，
或者想提前了解考试政策，都可申请加入
到“半岛中考帮”“半岛高考帮”微信群中，
获取关于今年中高考的政策和信息。感兴
趣的家长、考生可扫描半岛教育工作人员
二维码，添加微信号，备注学生年级、学校
等信息，并留言“中考帮”或“高考帮”三个
字，工作人员将在核实后将您拉入相应微
信公益群。

中考报志愿进行时，你选好了吗？
“半岛教育帮”微信群助力中高考，不少家长提前进群打探信息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菊

5月15日，市招办公布2018年职业
学校招生计划，今年三二连读招生计划
敲定，共招收8853人，比去年多2125人。
此外，“3＋4”招生计划为711人，8所中职
学校与6所普通高中开设普职融通班，招
生510人。
三二连读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记
者了解到，今年“三二连读”招生计划
为8853人，比去年的6728人多出了
2125人。其中，青岛旅游学校的旅游
管理、空中乘务、旅游日语、酒店管
理、应用韩语、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
业，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学前
教育（非师范类）专业，青岛城市管理
职业学校的酒店管理专业，青岛市城
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学前教育
（非师范类）专业，青岛艺术学校的环
境艺术设计、音乐教育（非师范类）、
学前教育（非师范类）专业，均需要面
试合格，未面试或面试不合格不予录
取。青岛海运职业学校的航海技术、
轮机工程技术专业要求男性，报考该
校所有专业须符合学校对该专业的
体检等要求。
今年岛城“3＋4”对口贯通分段培

养试点中等职业学校有11所，共计14个
专业点，衔接本科高校5所，培养规模
711人。“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在提
前批录取。
普职融通方面，今年共有8所中职

学校与6所普通高中开设共计划招生
510人，青岛旅游学校的旅游服务与管
理专业和青岛外事职业学校的国际商
务专业普职融通班分别招生80人，招生
人数最多。普职融通班最低录取控制线
均为500分。

“三二连读”计划数敲定，今年招8853人
比去年多2125人，市招办公布职业学校招生计划

青岛市2018年三二连读高职招生计划

扫描二维码加入
“半岛中考帮”

青岛电子学校是首批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是教育部、信息产业部认定
的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与软件技术专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训基地。
经过多年发展，学校搭建起了3+3+2中日硕士、3+3中美本科、3+4本科分段
贯通培养、3+4中加国际合作培养、五年制贯通、“三二”连读大专、普职融通、
职业中专、现代学徒制实验班等人才培养平台，畅通了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
的立交桥。学校提出“1+1+1”人才培养模式，让每位学生具备1项专业技能、
1项文体特长、1项兴趣爱好，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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