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8日上午，山东师范大学与山东师
大平度实验高中联合育人示范基地揭牌仪
式举行。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满宝元教授，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付晓军先生分别率领山东师
范大学、北京广慧金通科技有限公司的专
家团队出席本次典礼。平度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于敬军，平度市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
柴生华莅临现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
话。满宝元、于敬军为“山东师范大学与山
师大平度实验高中联合育人示范基地”揭
牌；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玉璋，柴
生华为“共建实验班”揭牌；付晓军、柴生华
为“航空特色班”揭牌。
据悉，山东师范大学与山师大平度实

验高中联合育人示范基地，是响应山东省
教育厅关于“做好高等学校与普通高中联
合育人工作”号召，不断完善学生培养体系
的一次有益尝试。作为先期工作，山师大平
度实验高中将与山东师范大学联合“共建
实验班”“航空特色班”，并于今年面向平度
市2018届初中毕业生招生。该项试点对推
动我市普通高中特色发展，全面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必将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必将
开创我市普通高中与国内知名高校深度合
作的新局面，并有力推动普通高中与高等
教育的有机衔接，加快形成体系开放、机制
灵活的人才培养机制。

山东师范大学与山师大平
度实验高中联合招收“共建实
验班”招生简章

一、招生计划
2018年计划招收“共建实验班”1个，招收
学生50名。
二、报名条件
学业成绩优秀（在全市初中第一次模拟考
试中位列全市前3000名），品行端正，无违
法、违纪行为，且具有平度学籍的应届初中
毕业生。
三、志愿设置
提前批次
四、考试与录取
（一）考试。考试采取笔试加面试的方式。
1．笔试
（1）语文：60分钟，120分
（2）数学：60分钟，120分
（3）英语：60分钟，120分
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按照1:1 . 5的比
例，划出前75名学生，进入面试环节。
2．面试
面试答辩，主要考查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辩证思维能力、创新和实践能力、人生价值
观与道德素养等方面。面试成绩为140分。
3 .录取
学校根据学生综合成绩从高到低划定前
50名考生进入录取名单，综合成绩=笔试
成绩+面试成绩。如果综合成绩完全相同，
则笔试成绩高者优先，其次面试成绩高者
优先。学生确定被录取后仍需参加中考，中
考成绩作为参考。
（二）时间节点
1 .考生、家长咨询会。2018年4月21～ 28
日，学校报告厅（综合楼一楼东）。
2 .报名时间。4月20日～ 28日集中报名，
电话报名与现场报名均可。
3 .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4月29日上午8：
00～下午5：00。请考生到学校交验本人
身份证(或户口簿、当地派出所户籍证明)、
加盖学校公章的“共建实验班”报名表（学
业成绩以一模考试成绩为准）、学籍证明、
近期2寸免冠彩色照片3张，领取准考证。

（资格审查结果将于当天公布，请注意查看
学校宣传栏、微信公众号）
4 .笔试。4月30日上午8:00～ 12:00。请符
合考试条件的考生持本人身份证、准考证
上午8:00前，到学校参加考试。
考试时间及科目安排：上午8:20～ 9:20
语文；9:40～ 10:40数学；11:00～ 12:00
英语。
（笔试成绩及进入面试的学生名单将于当天
公布，请注意查看学校宣传栏、微信公众号）
5 .面试。5月1日上午8:00～ 11:30，请入
围面试的考生持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到学
校参加考试。
（综合成绩及最终录取名单将于当天公布，
请注意查看学校宣传栏、微信公众号）
五、其他
1 .收费标准。三年学费减免，同时享受交通
补贴，学习优秀及家庭困难学生还享受奖
学金或助学金5000～ 20000元；住宿费
560元/人/年。
2 .专业介绍。2017年6月9日，山东省教育
厅颁布《关于高等学校与普通高中联合育
人的指导意见》（鲁教基字〔2017〕1号），明
确提出“通过高等学校和普通高中合作共
建，拓展学生学习空间，形成体系开放、机
制灵活、有机衔接的人才培养机制”，根据
《意见》，2018年我校与山东师范大学联合
招收“共建实验班”。
共建实验班学生，以插班学习、一对一

辅导、小组合作、游学等形式，在山东师范
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学习不少于一年，全部
师资由山师大及附中选拔专家教授、优秀
教师组成，此外，学生还享受国内知名高校
和省重点高中的全部课程、图书馆、实验室
等优秀教育资源，高三以后根据个人意愿
及发展，还可以参加大学先修课程，参加高
校联盟组织的综合测试，提高升学机会。
此外，学生在高一阶段便接受山东师

范大学职业生涯发展规划课程，并到山师
大及省内其他知名高校各个院系、专业体
验大学课程，引导学生科学规划人生，培养
学生职业意识和专业兴趣，以便科学确定
高考选考科目；整个高中阶段，学生可参加
山东师范大学的课题研究、专家讲座、夏令
营、科学营等活动，以及山东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的研究性学习、学生社团、志愿服务、
社会实践锻炼等学生组织，为将来学生高
考升学综合素质评价保驾护航。
3 .咨询电话。13780635168吴老师；
0532—83379977、18463962700尚老师。
4 .学校地址。平度市蓼兰镇何家店村（青银
高速同和路口南1000米路东）

山东师范大学与山师大平
度实验高中联合招收“航空特
色班”招生简章

一、招生计划
2018年计划招收“航空特色班”2个。其中，
民航飞行员专业30名(实际招收人数根据报
考学生质量而定，质量达不到要求将减少招
生人数直至不招)，空中乘务员、安全员专业
50名(实际招收人数根据报考学生质量而
定，质量达不到要求将减少招生人数)。
二、报名条件
1 .青岛市2018年应届初中毕业生，年龄不
超过16周岁(2002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 .民航飞行员身高：男生170cm～ 183cm；
空中乘务员、安全员身高：男生173cm～
183cm，空中乘务员身高：女生162cm～
173cm。
3 .身体健康，五官端正。
4 .航空飞行员和安全员专业仅限男生报

山东师范大学与山师大平度实验高中联合招收“共建实验班”“航空特色班”
“共建实验班”4月30日笔试、5月1日面试；“航空特色班”4月28日面试，4月29日体检，4月30日笔试

考，空中乘务员专业男女不限。
三、志愿设置
提前批次
四、考试与录取办法
（一）考试。采用面试、体检和笔试相结合的
方式。
1 .面试。内容包括形体五官、风度举止、动
作反应、普通话表达能力、才艺展示。
2 .体检。由民航专业体检队执行《中国民航
航空人员体检鉴定标准》统一进行体检。
3 .笔试。面试和体检合格后，参加我校统一
组织的文化课考试，内容包括语文、数学、
英语。
（二）录取。考生面试和体检合格，民航飞行
员专业按文化课成绩择优录取(录取人数
根据民航飞行员文化课素质要求和报名考
生质量而定)，空中乘务员和安全员专业按
综合成绩 (面试成绩 50%+文化课成绩
50%)择优录取。学生确定被录取后仍需参
加中考，中考成绩作为参考。
（三）时间节点
1 .招生咨询会。2018年4月21日～ 4月28
日，学校报告厅（综合楼一楼东）。
2 .报名时间。4月20日～ 4月27日。电话报
名与现场报名均可。
3 .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4月28日上午8：
00～ 12：00，请考生到学校缴纳面试费、
交验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当地派出所户
籍证明)、加盖学校公章的“航空特色班”报
名表、学籍证明、近期2寸免冠彩色照片3
张，领取准考证。
（资格审查结果将于当天公布，请注意查看
学校宣传栏、微信公众号）
4 .面试。4月28日下午2：00～ 5：00。（面
试合格的参加体检，面试结果当天公布，请
注意查看学校宣传栏、微信公众号）
5 .体检。4月29日上午8：00～下午5：00，
请考生持本人身份证、准考证于上午8:00
前到学校参加体检。
(体检合格的名单当天公布，请注意查看学
校宣传栏、微信公众号)
6 .笔试。4月30日上午8：00～ 12：00。请
符合考试条件的考生持本人身份证、准考
证于上午8:00前，到学校参加考试。
考试时间及科目安排：上午8:20～ 9:20
语文；9:40～ 10:40数学；11:00～ 12:00
英语。
（最终录取名单当天公布，请注意查看学校
宣传栏、微信公众号）
五、其他
1 . 收费标准
（1）面试费。150元/人。
（2）飞行员体检费。520元/人，乘务员、安
全员体检费310元/人。
（3）学费。民航飞行员专业20000元/人/
年；空中乘务员和安全员专业15000元/人
/年。身体条件好、学习成绩优秀且家庭困
难的学生，可享受奖学金或助学金5000～
20000元。
（4）住宿费。560元/人/年。
2 .专业介绍
适应社会需求。伴随着综合国力不断

提升，中国航空业发展迅猛，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第二大航空运输大国和运输强国。据
专家预测，到2030年我国将新增民航机场
300座，飞机3500架，届时从业人员将会
迅猛增加，其中飞行员将新增30000名，乘
务员、安检员将新增120000名。
拓宽升学渠道。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

于高等学校与普通高中联合育人的指导意
见》（鲁教基字〔2017〕1号）精神，我校与山
东师范大学、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三方合作，成立航空特色班（含民航飞行
员、空中乘务员和安全员三个专业）。我方

负责组织招生、文化课教育教学，北京广慧
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责选派专业教师，
负责招生面试与体检、专业培训、升学指导
及就业推荐。此种合作培养模式下，学生高
考升学、大学毕业、就业都有了充分的保障。
上学就等于上班。特色班飞行员方向，

学生高中毕业之后，参加高考，身体经过招
飞院校体检合格，文化课成绩达到有关招
飞院校招生录取线，可输送到高等院校航
空飞行员专业，进行大学基础理论、飞行理
论和飞行技术培养，合格后获得商用飞行
员驾驶执照，可从事飞行岗位工作，并且一
考入大学，大多数就已经被各大航空公司
抢先预定，学费免除，外加生活费。空中乘
务员和安全员方向，学生高中毕业之后，参
加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山东省有关艺术
类分数线，专业加试且身体体检合格，按综
合成绩，符合当年高考录取政策，输送到高
等院校空中乘务专业进行培养，毕业后推
荐到国内外航空公司担任民航乘务员、安
全员或从事安检、值机、VIP服务等工作，
也可推荐到高等院校、政府、企事业单位从
事教师、管理、文秘等工作。
以上三个专业近年来一直保持着就业

率98％、升空率82 . 3％的较高水准，且待
遇丰厚，通常来讲，有飞行任务的民航飞行
员年薪一般都在100万元左右；空中乘务
员、安全员年薪都在10万左右。
3 .咨询电话。13780635168吴老师；
0532—83379977、18463962700尚老师。
5 .学校地址。平度市蓼兰镇何家店村（青银
高速同和路口南1000米路东）

链接：学校情况介绍

山东师范大学平度高级实验中学（青
岛平度华阳中学），创建于2016年8月，由
山东师范大学、平度市人民政府、青岛铭人
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三方合作共建，是平
度市首所与国内知名高校合作办学的重点
高中。学校建筑面积22480平方米，设计规
模30个教学班，现有教学班20个（2016、
2017两个年级），在校学生1001人。
师资力量雄厚。学校管理团队全部由

平度市教体局从全市公办学校选拔优秀管
理人才组建，并由山东师范大学特派武艳
教授担任特聘副校长。学校现有在职教师
91人，其中硕士研究生学历37人，高级教
师7人，全国优秀教师1人，青岛市优秀教
师2人，青岛（地）市级教学能手（学科带头
人）4人，有2人获山东省优质课一等奖，3
人获青岛（地）市级优质课一等奖。
硬件设施一流。学校建成全省第一块

全水性环塑胶化运动场，教室配备了平度
市第一块80英寸Led触碰屏一体机，学生
餐厅实现了平度市第一个亮厨工程，并在
全市范围内首家实现在教室、宿舍全部安
装使用空调、热水洗浴等生活设施。
教学质量优异。学校贯彻“以人为本、全

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不断深化课程改革，积
极推进自主选课、走班教学和校本课程开发，
努力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新的课程体系。学
校自建校以来，教育教学质量保持高位攀升，
在平度市教研中心组织的历次统一考试中，
2016、2017两个年级综合提升率稳居全市榜
首，其中2016级学生全市排名人均提升300
名，2017年级人均提升500名。2016级10班
夏晨帅同学入学名次为2800名，入学后最好
名次全市第78名，2017级1班张晓梦入学名
次1972名，入学后最好名次480名。并有语
文、物理、化学、生物、政治等学科在全市同类
学校中多次夺取第一名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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