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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鲁招考〔2020〕103 号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各市招生（考试）院（中心、办公室）、有关高校： 

根据《关于新增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校生实践课程考

核试点专业及考试计划的通知》（鲁招考〔2020〕77 号）精神，现

将审核通过的小学教育等 7 个专业在校生实践课程考核试点院校

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请按照《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校生实践课程考核改革

试点方案》（鲁招考〔2012〕2 号）要求，精心组织，严格管理，

切实做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校生实践课程考核试点工作。 



 — 2 — 

附件：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小学教育等七个专业在校 

      生实践课程考核试点院校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2020 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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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小学教育等七个专业 
在校生实践课程考核试点院校 

  

序号 市 试 点 院 校 
专业 

层次 
试 点 专 业 

1 

济南 

山东女子学院 本科 小学教育 

2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药学 

3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本科 汽车服务工程 

4 山东圣瀚财贸职业学院 本科 
工程造价、小学教育、汽车服务工程、

网络营销与管理、财务管理 

5 山东英才学院 本科 汽车服务工程 

6 济南职业学院 本科 网络营销与管理、汽车服务工程 

7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本科 财务管理 

8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本科 药学、医学检验技术、小学教育 

9 山东师范大学 本科 小学教育 

10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本科 药学、医学检验技术 

11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网络营销与管理、工程造价 

12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本科 小学教育 

13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小学教育、网络营销与管理、汽车服

务工程、财务管理、工程造价、药学、

医学检验技术 

14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汽车服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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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试 点 院 校 
专业 

层次 
试 点 专 业 

15 

青岛 

青岛黄海学院 本科 
汽车服务工程、网络营销与管理、财

务管理、小学教育、工程造价 

16 青岛滨海学院 本科 财务管理、小学教育 

17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药学、小学教育、汽车服务工程 

18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本科 
小学教育、网络营销与管理、财务管

理 

19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工程造价、网络营销与管理、财务管

理、汽车服务工程 

20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网络营销与管理、药学 

21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本科 
财务管理、网络营销与管理、小学教

育 

22 

淄博 

淄博职业学院 本科 

小学教育、药学、医学检验技术、网

络营销与管理、汽车服务工程、工程

造价 

23 齐鲁医药学院 本科 药学、医学检验技术 

24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本科 小学教育 

25 

枣庄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本科 汽车服务工程 

26 枣庄职业学院 本科 
医学检验技术、药学、汽车服务工程、

工程造价、小学教育、财务管理 

27 枣庄学院 本科 财务管理、小学教育 

28 

东营 

东营职业学院 本科 小学教育、汽车服务工程 

29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本科 小学教育、汽车服务工程 

30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本科 
财务管理、网络营销与管理、小学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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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试 点 院 校 
专业 

层次 
试 点 专 业 

31 

烟台 

烟台职业学院 本科 
财务管理、汽车服务工程、网络营销

与管理、小学教育、工程造价 

32 烟台南山学院 本科 
工程造价、汽车服务工程、财务管理、

网络营销与管理、小学教育 

33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本科 汽车服务工程 

34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本科 
工程造价、小学教育、财务管理、网

络营销与管理 

35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本科 药学、医学检验技术 

36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本科 工程造价 

37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本科 财务管理 

38 

潍坊 

潍坊科技学院 本科 
小学教育、财务管理、工程造价、汽

车服务工程 

39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本科 小学教育、汽车服务工程 

40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本科 汽车服务工程、工程造价 

41 潍坊职业学院 本科 
汽车服务工程、药学、小学教育、财

务管理 

42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本科 财务管理、工程造价、汽车服务工程 

43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本科 药学、医学检验技术 

44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本科 
小学教育、财务管理、网络营销与管

理 

45 潍坊工商职业学院 本科 财务管理、小学教育 

46 

济宁 

济宁学院 本科 小学教育 

47 济宁职业学院 本科 汽车服务工程、小学教育 

48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本科 
工程造价、财务管理、汽车服务工程、

小学教育、网络营销与管理 

49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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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试 点 院 校 
专业 

层次 
试 点 专 业 

50 

泰安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本科 药学 

51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本科 小学教育、财务管理 

52 

威海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本科 小学教育 

53 山东铝业职业学院 本科 汽车服务工程 

54 日照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小学教育、财务管理、汽车服务工程 

55 

临沂 

临沂大学 本科 工程造价、小学教育 

56 临沂大学费县校区 本科 小学教育 

57 临沂大学沂水校区 本科 小学教育、财务管理 

58 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 本科 药学、医学检验技术 

59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临沂） 
本科 药学、医学检验技术 

60 

德州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网络营销与管理、财务管理、汽车服

务工程 

61 山东华宇工学院 本科 
工程造价、财务管理、网络营销与管

理、小学教育 

62 聊城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网络营销与管理、医学检验技术、药

学 

63 滨州 滨州职业学院 本科 
财务管理、汽车服务工程、网络营销

与管理、医学检验技术、药学 

64 

菏泽 

菏泽职业学院 本科 汽车服务工程 

65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本科 药学、医学检验技术 

66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本科 药学、医学检验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