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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青岛职业学校招生形式多
样，3+4本科、五年制高师、普职融通
试点班……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升
学渠道？4月6日，2021年青岛市职业
学校招生政策解读媒体通气会举行。
岛城八所职业学校的校长、副校长轮
流解读学校今年的招生变化和特色，
为考生和家长的志愿填报指明方向。
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处

负责人丛新堂介绍，2021年，全市共
有初中毕业生8 . 5万人，职业学校总
招生计划确定为3 . 9万人。其中，中等
职业学校招生计划约为2 . 9万人，技
工学校招生计划约为1万人。本地生
源约为2 .7万人，外地生源约为1 .2万
人。
青岛2021年“3+4”招生计划将

保持与2020年招生计划大体相当。全
市“三二连读”和五年一贯制招生规模
也总体保持不变，只是个别中职学校
调整了对口合作的高职院校和专业
点。今年青岛继续扩大普职融通招生
规模。在局属部分中职学校开设普职
融通班，鼓励所有区市职业学校开展
普职融通班。普职融通班注册中职学
籍，主要组织学生参加职教高考。此
外，青岛今年扩大职业学校招收外地
生源的数量，以弥补本地生源不足的
问题。
职业学校报考需要注意哪些问

题？青岛市招生考试院中招处处长朱
海峰介绍，今年职业学校招生最大的
变化就是取消了退档改录。也就是说，
考生一旦填报了职业学校志愿，并且
被按照志愿录取的话，其录取结果是
不能改变的。所以，考生家长务必要认
真对待孩子的职业志愿选择，在志愿
填报前多到学校看一看，认真阅读志
愿学校的招生简章，了解报考专业的
情况，加强与孩子的沟通。
另外，朱海峰表示，目前职业学校

升学渠道多样，建议适合的考生认真
考虑，未必都要挤普通高中一条路。例
如，职业学校3+4本科是一种直通本
科的途径，并且青岛3+4对口的多为
一些驻青高校，这些高校在夏季高考
中的分数线都不低。再如，五年制高
师，这些年来广受考生和家长的追捧，
在学前教育大发展的形势下，是一条
非常好的就业方向。
又如，普职融通是一条以春季高

考为目标的优质职业教育升学渠道。
春季高考也是国家大力发展，满足目
前职业技能型人才缺乏的一条途径，
春季高考本科的规模和质量也在逐年
提升。朱海峰强调，适合的才是最好
的。学生到了高中阶段，其个性、专长、
兴趣，特别是知识结构呈现多样化，家
长完全没有必要仅仅以学业考试成绩
来衡量孩子的能力，从而错失了孩子
多样化的成才之路。

职校招生“变脸”，瞄准更多本科机会
今年取消退档改录，考生及家长志愿填报要慎重

>>>青岛交通职业学校：
增设4个普职融通班
助力学生职教高考
青岛交通职业学校今年的主要招

生变化在于扩大了普职融通试点班的
规模，增设了四个班。同时，汽车技术类
专业群新增了“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专业”和“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
青岛交通职业学校校长赵芳亮介

绍，学校开设的普职融通专业都紧跟行
业发展前沿和企业用人需求，像汽车运
用与维修、船舶电气工程技术这两个专
业企业用人需求量非常大，就业市场一
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新能源汽车运
用与维修、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两个专业
也是汽车技术发展前沿，目前已经进入
发展快车道。
据悉，青岛交通职业学校现有“3+

4”贯通分段培养7年本科、三二连读5
年大专、普职融通（试点班）和中专四个
层次，本科合作院校是青岛理工大学，
本科专业名称为汽车服务工程，三二连
读大专的合作院校是山东交通职业学
院（潍坊）和滨州职业学院，对应的大专
专业为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汽车营销
与服务、汽车车身维修技术和航海技术。
普职融通试点班合作学校为青岛十六
中，专业有汽车运用与维修、智能网联汽
车技术、船舶电气工程技术和新能源汽
车运用与维修四个班，中专专业为新能
源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技术专业群对
应的专业）。同时学校还开拓中外合作办
学渠道，和日本久留米工业大学、韩国釜
山科技大学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
与二中合办普职融通班
规模增至2个班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2021年3+4本

科计划招生两个班共60人，普职融通
实验班两个班共70人，工艺美术品设
计、药物制剂技术、中药学、药品质量与
安全、生物制药技术、眼视光技术、国际
经济与贸易、计算机应用技术八个大专
专业各招生45人，中专中药和计算机
专业计划分别招生40人。今年经济职
校总共计划招生600人。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校长孙焕利介

绍，从2022年开始，职教高考录取本科
将由现在的1万人大幅增加到7万人左
右，本科升学率大大提高。为了抢抓春
季高考的大红包，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升
学机会，青岛经济职业学校与青岛二中
联合举办普职融通实验班。今年计划从
一个班增加到两个班，计划招生70人。
进入普职融通实验班的学生，高一

学年结束后成绩特别优异者经考核，可
转入青岛二中就读，大部分同学将冲击
山东职教高考医药类专业本科。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的珠宝、医药等

特色专业群等都迎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而且都是朝阳产业长线专业，并且
学历层次齐全，学校师资力量雄厚。

>>>青岛烹饪职业学校：
招收普职融通班70人
连续两年本科达线率100%
青岛烹饪职业学校2021年的招生

计划是440人。其中三二连读五年制大
专计划招生320人；三年制职专计划招
生120人，里面包含普职融通实验班70
人，也比去年新增了一个班。
今年烹饪职业学校继续招收爱基

金鼎志班30人。面向全市范围招收家
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烹饪职
业学校校长吕雪梅介绍，“爱基金·鼎志

班”是学校的一个扶贫项目，开办至今
已经是第十七届。报学校“鼎志班”的学
生，需参加中考。烹饪学校对“鼎志班”
学生实行“五免两补”政策，即：免除学
生学费、书本费、校服费、住宿费、实习
材料费；补贴高一、高二每年生活费用
2000元。在此基础上，学校优先为该班
学生提供国家助学金，帮助学生推荐工
作，实现优质就业。
吕雪梅介绍，学校每年有300多名

学生通过三二连读、春季高考、对口单
招、技能大赛升入高等院校继续深造学
习。连续两年普职融通班职教高考本科
达线率100%。

>>>青岛城市管理职业学校：
三大招生类型
满足不同学生发展需求
青岛城市管理学校今年招生10个

班共390人。其中，普职融通班开设了
物业服务、物联网技术应用两个专业，
分别与青岛实验高中、青岛68中合作，
各计划招生40人，参加春季高考，去年
学校春季高考本科达线率85%。
三二连读大专计划有三大类。环境

艺术设计专业、现代物业管理这两个专
业与青岛酒店管理职业学院合作，环境
艺术设计专业招生计划70人，物业管
理招生计划40人。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物联网应用技术、电子商务等三个专业
与潍坊职业学院合作，招生计划分别为
40人。高速铁路客运服务、酒店管理与
数字化运营（邮轮乘务方向）等两个专
业与威海职业学院合作，招生计划都是
40人。
青岛城市管理职业学校校长牟善

伟介绍，一方面学校与青岛酒店管理职
业学院、威海职业学院、潍坊职业学院
等三所优质高职院校开展五年制高职
合作办学，开办了环境艺术设计等七个
“三二连读”专业，学校可以进入优质的
合作高校就读。另一方面与青岛实验高
级中学、青岛68中合作开展普职融通
实验班，立足职教高考定位本科，让更
多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享受到职教高
考的红利，考上本科高校，去年城市管
理学校的春季高考本科线达线率为
85%。此外，学校还为有就业需求的学
生提供多次选择优质就业的机会。

>>>青岛旅游学校：
新增2个综合高中班
围绕学校特色开办
青岛旅游学校今年以“3+4”本科、

综合高中、普职融通实验班、五年制高
职和职业中专五种学制共招收 16个
班，661名学生。具体招生计划是：“3+
4”七年制本科与青岛大学联办招收1
个班30人，综合高中招生2个班80人，
普职融通实验班与青岛实验高级中学
联办招收2个班80人。
11个五年制高职班分为两类，一

是与青岛职业技术学院联办五年制贯
通培养应用韩语专业1个班；二是与青
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青岛酒店管
理职业技术学院、山东旅游职业学院三
所院校联办三二连读大专班。
青岛旅游学校副校长王钰强调，学

校的三二连读空中乘务专业需要面试，
取得面试合格证后才具有报名资格。考
生需要在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填写并提交
初试申请。并且学校今年还将招收中国
舞艺体特长生4人，篮球特长生4人，足
球后备人才12人。今年青岛旅游学校新
增综合高中班备受关注。王钰介绍，今年
学校有 2个综合高中试点班，每班40
人，共计80人，其中包含中国舞特长生4

人，面向市内四区和高新区招生。

>>>青岛工贸职业学校：
联办6个五年制高职专业
共招365人
青岛工贸职业学校着力构建学生

多元化成才路径，与青岛职业技术学
院、青岛工程职业学院、威海职业学院
等3所高校联办6个五年制高职专业，
实施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2021年
高职专业共招收365人。学校与青岛实
验高中联办的“计算机平面设计普职融
通实验班”，招生40人，这是学校的一
个报考热点。
青岛工贸职业学校副校长姜永祥

介绍，学校现建有智能制造、信息技术、
交通服务三大专业群，开设数控技术等
6个高职专业和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
等10个中职专业，其中数控技术专业
为山东省教学改革试点专业、山东省品
牌专业、青岛市骨干专业，数控技术应
用和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为青岛市“对
口就业率高、优质就业率高”双高名牌
专业。

>>>青岛财经职业学校：
招收2个普职融通班
三年在68中就读
青岛财经职业学校今年与青岛68

中合作招收2个普职融通实验班，分别
是会计事务和环境监测技术专业，共
110人。三二连读大专班共招生500人，
开设了大数据与会计、国际经济与贸
易、电气自动化技术、数字媒体应用技
术、动漫游戏制作、环境工程技术等专
业。体育设施管理与经营、会计事务、国
际商务和计算机应用专业招职业中专
生80人，其中含足球后备人才22人。
青岛财经职业学校副校长江志瑚

介绍，学生录取时注册青岛财经职业学
校学籍，三年在68中就读，由68中对学
生的学习、教学和行为进行统一管理。
在高一一年的时间，学生都在学习普通
高中正常的课程，高一年级学期末根据
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青岛68中教学
质量考核的，在自愿基础上转换为青岛
68中的普高学籍，参加夏考。

>>>山东省平度师范学校：
联手幼儿师范高专
增设3+2学前教育专业
平度师范学校副校长王启龙介绍，

2021年，平度师范学校在和青岛大学
继续合作开设“3+4”小学教育专业和
五年一贯制学前教育专业的基础上，联
手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增设“3
+2”学前教育专业，增加了合作伙伴，
扩大了办学规模。
平度师范2021年申报计划招生7

个班325人，其中“3+4”小学教育专业
2个班100人，面向西海岸、即墨、胶州、
平度、莱西五个区市定向招生，男女不
限。本专业为公费师范生，享受7年免
学费政策，前三年在平度师范就读，通
过春季高考后，升入青岛大学就读本
科，毕业后，回原籍区市小学定向就业。
学前教育专业共计招生5个班225

人，面向整个青岛各区市招生，男女不
限。本专业分为两类，一类是“青岛大学
班”，为五年一贯制，共计招生 3个班
135人，学生成绩合格，颁发青岛大学
专科毕业证书。另一类为“青岛幼专
班”，为“3+2”学制，共计招生2个班90
人，学生成绩合格，颁发青岛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专科毕业证书。学生毕业
后自主择业，就业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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