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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咋招生？职校谈干货
青岛举行职校招生媒体通气会，职教升学之路正变得越来越宽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金震

青岛职业教育构建成才立交桥，正
通过多元形式提供成才的通道。4 月 8
日，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通气会，
邀请
9所职校负责人现场解读招生，
帮助中考
家庭进一步吃透政策。记者从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职业学校招生涌现了许多
变化，普职融通、综合高中规模不断扩
大，
招生专业与城市发展融合更加深入，
越来越多的职业学校学生，正在职教高
考下实现升学的梦想。

>>>“3+4”本科

打破升学天花板
招生规模基本不变
“3+4”这种打破职校升本天花板
的尝试，正越来越受到家长的认可，青
岛试点规模也达到12所职校。今年，青
岛“ 3+4 ”招生计划与 2020 年大体相
当。记者从此次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一
批青岛学子从吃螃蟹到真正受益，实现
考公。
了转段升本甚至考研、
作为山东省、青岛市首批“3+4”分
段培养试点学校之一，青岛华夏职业学
校已经有七年培养经验。青岛华夏职业
学校副校长王程说，学校成立专门的 3
+4 贯通培养教研组，在青岛科技大学
的指导下制定了七年一贯的人才培养
方案，既突出技能优势，又兼顾学生将
来进入本科乃至研究生阶段所必备的
文化和专业技能。从目前试点情况看，
“3+4”
培养成效颇丰。
同为试点的青岛电子学校，也是“3
+4”项目的热点学校，2013年到现在有
5届学生走出电子学校到青岛科技大学
就读本科。

>>>综合高中

试点规模扩大
为适合学生谋提升
作为近年来关注度颇高的综合高
中，青岛新增多所职校加入试点工作，
2021 年综合高中规模达到 18 所。青岛
电子学校 2020 年加入试点，今年综合
高中继续招生100人。刘丽红在新闻通
气会上介绍，学校想通过综合高中的平
台，帮助学生更多的通过夏季高考提
升。作为试点学校的青岛艺术学校，今
年综合高中招生 180 人，其中，文学编
导为今年新增专业，且综合高中自主招
生达90人，
相比去年名额翻了一番。
记者了解到，在综合高中招生办学
的道路上，岛城职校已因地制宜形成特
色。青岛高新职业学校校长孙洪传介
绍，今年学校综合高中招生 300 人，为
综合高中学生多元化的发展提供了丰
富的课程选择的平台。入校一年之后是
要学习普通高中的课程，一年之后通过
课程的认知、课程的常识性的学习，让
学生自主来选择发展方向。
青岛商务学校副校长刘刚介绍，学
校2018年起探索成立综合高中，
从美术
专业开始进行尝试和摸索。从目前效果
来看，
首届2个综合高中班参加2次全省
学业水平考试，
一次性全部通过。
在山东
省美术类统考中，包含综合高中在内的
118名同学取得了学校美术专业本科平
均达线率95%的优异成绩。

>>>普职融通

牵手普高融通
部分职校增加计划
青岛外事服务职业学校总体招生
520人，包含3+4本科、综合高中、普职
融通、以及五年高职贯通培养，可满足

涉嫌严重违法
4名干部被查
□半岛全媒体记者

徐杰

4月8日，记者从青岛市纪委市监
委获悉，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街道城关村
东关网格党支部原书记修可宝、
党支部
原委员贾大海、
城关村村务领导小组成
员宋桂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
接受即墨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
青岛市崂山区金家岭街道徐家麦
调查；
岛社区居委会主任徐建设涉嫌严重职
务违法，
目前正接受崂山区监委监察调
查。
修可宝，男，汉族，1967年5月生，
曾任即墨区潮海街道原东关村党总支
副书记、
村民委员会委员，2004年11月
任原东关村党总支书记兼村民委员会
副主任，2007年12月任原东关村党总
支书记、
村民委员会委员，2018年11月
任原东关村党支部书记，2020年5月至
2021年3月任城关村东关网格党支部
书记。
贾大海，男，汉族，1976年7月生。
2000年12月任即墨区潮海街道原东关
村党总支委员，2018年8月任原东关村
党支部委员，2020年5月至2021年3月
任城关村东关网格党支部委员。
宋桂平，
女，
汉族，1971年12月生。
2011年6月任即墨区潮海街道原东关
村村民委员会委员，2020年12月至今
任城关村村务领导小组成员。
徐建设，男，汉族，1956年4月生。
曾任青岛双巧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2015年1月任崂山区原中
韩街道徐家麦岛社区居委会主任，
2017年4月至今任崂山区金家岭街道
徐家麦岛社区居委会主任。

市南集中巡湾
用上手机APP
不同分数段学生报考需求。
作为首批试点学校的青岛电子学
校，
与青岛二中分校合作普职融通80人。
记者从通气会上了解到，2020年学校第
二批普职融通班在春季高考中大放异
彩，
过半数学生在技能理论实操考试中
获 得 满 分 ，本 科 达 线 率 更 是 高 达
95 . 5%。这一数字刷新了学校去年首批
普职融通班 76 . 5% 的本科达线率。今
年，青岛电子学校普职融通共招收 80
人，
专业是计算机和电气两个专业。
山东省轻工工程学校现有
“3+4”
贯
通培养、
“三二连读”、普职融通和“企业
订单委培班”
等类型，
就学校普职融通班
而言，
采取与青岛十九中合作模式，
今年
在网络信息安全、
机电技术、
数控技术应
用、会计事务等五个专业，计划招生达
200人。
值得注意的是，
青岛艺术学校普
职融通专业名额有所增加，
由去年的40
人增加到今年55人，
招生专业为音乐表
演专业、
美术绘画专业。

业教育基础地位
五
“外事学校五年贯通与三二连读，
年后均可拿到大专文凭。学生毕业后可
以选择专升本。
”
青岛外事服务职业学校
副校长姜封祥说，
关务与外贸服务、
电子
商务、
应用韩语、
商务日语专业与山东外
贸职业学院合作开展高职贯通培养，各
国际经
专业计划招生均在40人至45人；
济与贸易专业与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
学院合作开展“三二”连读高职分段培
养，
计划招生80人。
青岛市房地产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校长刘合森介绍，青岛房产
学校今年继续三二连读五年一贯制的招
生，共计380人，其中建筑工程技术、工
程造价和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三个专业各
100人，
建筑动画技术和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两个专业各40人。

>>>五年贯通

从目前情况来看，职校学生的成
长、成才之路渐宽，为更多适合的学生
找到合适的出路。2020年初，教育部和
山东省共同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
地，应该说，山东在职教高地的建设上
取得了重大突破。
从 2020 年公布数据看，我省职教
中
高考本科录取比例由6：1提升到4：1，
职学生升学深造比例超过 70%。2020
年，
全省中职招生录取44.4万人，
比上年
增长10.8%，
有2.5万学生的成绩超过普
通高中录取线；
高职录取44.8万人，
超额
完成高职扩招任务，
有2.4万学生的成绩
超过普通本科录取线。
与此同时，围绕职教高考的利好不
断出来，我省春季高考 2022 年起更名
职教高考，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考试招生办法，职业技能考试成绩在录
取中所占权重原则上不低于 50% 。届
时，职业教育本科招生数量将增加到 7
万人左右。这也意味着，职校学生将有
更为宽阔的升学之路。

与高职牵手贯通
专业改造升级赋能
对于部分中考学生而言，五年贯通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青岛幼儿师范学
校副校长于朝介绍，学校具体办学模式
目前包括两种，分别为五年制高等师范
教育专科和“3+4”本科。今年，学校五
年制专科 80 人；
“ 3+4 本科”100 人。生
源为户籍或学籍在青岛市的应届初中
毕业生。报考前需要到青岛幼儿师范学
校面试。
五年贯通大专班、三二连读大专
班，也是青岛高新职校重要培养模式之
一，今年招生规模达到 540 人。青岛高
新职业学校校长孙洪传介绍，学校开设
“服装、旅游、计算机、财会、汽修、机电”
六大专业群、八个小专业门类，均与青
岛职业技术学院、青岛酒店管理职业学
院、潍坊职业学院实现五年贯通、
“三二
连读”中高职一体化培养，凸显中等职

>>>职教观察

职教高地利好
拓宽学生升学路径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青青

高晓飞

通讯员

4月8日下午，市南区湾长制办公
室组织辖区八个沿湾街道办事处，首
次应用“青岛市胶州湾湾长制信息管
理系统”手机 APP 开展集中巡湾，这
意味着市南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再迈
新台阶。
市南区湾长制办公室提前谋划，
发
根据区域实际制定了巡湾工作计划，
放各级湾长、
巡湾员系统账号，
指导、
组
织相关人员使用胶州湾湾长制信息管
理系统手机APP，沿各自所管湾段开
展巡查，保证巡湾时间和巡湾质量，做
好记录留存。在巡湾中紧紧围绕“入海
河流、海湾水质”
“入海河流、海面及岸
滩垃圾处理”等十项重点问题，对于发
现的问题实时录入APP中，并且做到
立行立改。下一步，区湾长制办公室将
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运用“管理系
统”实施海洋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分办、
督办、
汇总、
分析、
上报，
建立问题发现、
处置、解决闭环管理系统，不断探索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智慧监管新模式。

市北64家养老机构
排查安全隐患
本报4 月8 日讯（半岛全媒体记者
曹现梅 通讯员 章丽娟） 消防设
施配套设备是否齐全？疏散通道有没
有畅通？日前，市北区民政局组织对全
区64家养老机构进行安全生产检查。7
个检查小组同步出动，利用清明假期，
发现问题40余处，并督促养老机构对
排查出的安全隐患立即进行整改。
据介绍，市北区民政局每月都会
定期组织安全专项检查，同时，还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特定“体检”，将常规检
查与专业检查相结合，为全区养老机
构编织更全面的安全防护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