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2021 年残障考生单独招生章程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同意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单独组

织考试招收残疾学生的意见》（教学厅函〔2016〕23 号）和山东省

教育厅《关于同意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面向全国单独组织考试

招收残疾学生的批复》（鲁教学处函[2018]10号）及有关招生文件

要求，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章程适用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残障考生单独

招生工作。 

第二条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招生工作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择优”的原则，实行“阳光招生”，采取文化素养和技能操

作综合考核。 

第三条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招生工作接受纪检监察部门、

新闻媒体、考生及其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章 学院概况 

第四条 学院名称及代码： 

学院名称：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学院代码：14545 

第五条 办学性质及类型：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院 

第六条 办学层次：专科 

第七条 学院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南辛庄西路 326 号；

邮编：250022； 学院网址：http://www.sdse.cn 

第三章  组织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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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成立以学校党政主要领导为组

长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招生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

监督等工作，讨论决定招生工作重大事宜。 

第九条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是组织和实施招

生及其相关工作的常设机构，具体负责学院招生日常工作。 

第十条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纪检部门对招生工作实施全

程监督。 

第四章 招生专业及计划 

第十一条 招生专业与计划 

残障考生单独招生计划：三年制 185 人，五年制 65 人。招生

专业及招生计划如下： 

若执行计划时，某专业有剩余计划，可根据实际录取情况调至

其他专业。 

第五章 报考条件 

第十二条 招生范围及对象 

高中起点三年制面向全国招生。初中起点五年制面向山东省

内的初中毕业生招生。 

招生专业 专业代码 
招生计划 

招收残类 
三年制 五年制 

工艺美术品设计 550112 40 15 以招收听力、言语障碍学生为主 

文物修复与保护 550404 20  以招收听力、言语障碍学生为主 

服装设计与工艺 480402 45 20 以招收听力、言语障碍学生为主 

康复治疗技术 520601  15 以招收视力障碍学生为生 

中医康复技术 520416 40  以招收视力障碍学生为主 

计算机应用技术 510201 40 15 以招收肢体、听力言语障碍学生为主 

合计  18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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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情等级为 1-4级的视力障碍、听力障碍、言语障碍、肢体障

碍、多重障碍的学生。（以残疾人证为准） 

第十三条 报考条件 

残疾考生须具有中国残联统一制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学习生活能够自理。报考三年制的需参加 2021 年普通高

等学校夏季招生报名方有资格参加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单独招

生。报考五年制的考生需是山东省内初中毕业生。 

第六章 报考办法及考试 

第十四条 报考办法及考试时间 

报名网址：http://zhtj.sdse.cn:6118/zsxt/web/xsLogin/login.zf 

报考流程：网上报名＋网上资格审核 

网上资格审核考生需上传材料：身份证、残疾人证、毕业证

（或学历证明）、高考报名凭证（三年制考生）。（材料审核不

合格或面试不符合报考条件的学生不能参加单独招生考试） 

网上报名时间：即日起-4月 10日 

考试时间：2021年 4 月 13日（具体考试时间以准考证为

准） 

考试地点：济南市市中区南辛庄西路 326 号 

（二）考试形式及考试科目 

残障考生单独招生采取线下考试的形式。 

第十五条 考试科目及分值 

高中起点三年制：每个专业考 1门文化课，2门专业课；其中

中医康复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网站规划与开发）专业的 2 门专

http://zhtj.sdse.cn:6118/zsxt/web/xsLogin/login.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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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课有 1 门为专业技能测试。文化课分值为 150 分，专业课分值

各为 150 分，综合面试成绩为 150 分，总分 600分。 

初中起点五年制：每专业考 2 门文化课。文化课分值分别为

150 分，综合面试成绩 150分，总分 450 分。 

面试主要考察学生的心理素质、职业能力倾向、精神面貌、

沟通表达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学习能力等综合素质。成绩由各

专业组织考官根据评分标准打分求平均所得。 

第十六条 考试时间安排 

考生类型及

考试日期 
报考专业 

考试科目及时间 

上午 下午 

三年制 

2021年 4

月 13日 

工艺美术品设计 

文物修复与保护 

服装设计与工艺 

计算机应用技术 

（数字艺术设计方向） 

素描+色彩 

9:00-12:00 

语文 

14:00-15:30 

综合面试 

15:45-17:45 

中医康复技术 
中医基础理论 

9:00-10:30 

技能测试 

10:45-12:15 

语文 

14:00-15:30 

综合面试 

15:45-17:45 

计算机应用技术 

（网站规划与开发方

向） 

计算机基础 

9:00-10:30 

技能测试 

10:45-12:15 

语文 

14:00-15:30 

综合面试 

15:45-17:45 

五年制 

2021年 4

月 13日 

工艺美术品设计 

服装设计与工艺 

康复治疗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网站规划与开发方

向） 

语文+数学 

9:00-11:00 

综合面试 

11:15-12:15 
  

注：书写困难的肢体障碍、盲及低视力考生文化课考试可延长二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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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成绩计算办法 

考生总成绩＝文化课成绩+专业课成绩+综合面试成绩，考生

考试成绩均以原始分计入录取总分。 

第十八条 考试命题及阅卷 

学院依据国家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要求自行组织命题、制定

评分细则。考试主要考查考生基础知识掌握情况、专业技能水平及

综合素质能力。学院严格按照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有关要求，自

行组织评卷、统分等。 

第十九条 考试组织与管理 

学院严格按照《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务管理工作实施

细则》开展招生工作，成立单独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严格考试管理

过程，严肃考风考纪，对在考试中被认定为违规的考生及工作人员，

参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第 33 号令）、《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第 36号令）处

理。学院将科学合理的制定评判标准，加大信息公开及结果公示力

度，确保考试评判工作公正、透明。 

第七章 录取规则 

第二十条 录取规则 

（一）根据教育部和山东省教育厅的要求，由学校负责按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择优录取。 

（二）学院根据招生计划按照分数优先规则，分类别、分专业

按考生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择优录取。总分相同排序方法按照

科目顺序，三年制依次为语文、专业理论、专业技能，五年制依次

为语文、数学。若有考生放弃录取，将按考生成绩依次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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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生源质量，学院将划定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线，低于专

业最低控制线者将不予录取，有专业剩余计划的经招生领导小组

批准后调至其他专业。 

未完成的单招招生计划转入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夏季高

考）录取时使用。 

（三）拟录取名单确定：根据考试成绩及专业要求提出拟录取

名单，报学院单独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 

（四）拟录取名单公示：拟录取名单确定后通过学院网站进行

公示。（按照省教育厅及省考院的文件通知执行） 

（五）将拟录取考生名单报各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并办理录取

手续，根据录取结果，发放录取通知书。 

第八章 资格复查及证书颁发  

第二十一条 报到和复查 

（一）学生凭录取通知书，在指定时间内到学院办理报到手续，

逾期不报到者，按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处理。 

（二）新生入校后，学院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进行入学体检，

对体检不合格的学生，取消入学资格。 

（三）学院按照教育部及山东省教育厅有关规定认真开展新

生入学资格复查，如发现伪造材料取得报考资格者、冒名顶替者或

其他舞弊者，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清退。  

（四）通过单独招生录取的新生入学后，在日常教学管理和学

历证书等方面与统考录取的学生完全一致。 

第二十二条 学生学习期满，达到学院规定的要求，学院颁发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专科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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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收费标准及资助政策 

第二十三条 学院按照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教育厅核

定的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收费。退费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山东省高

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鲁政办字〔2018〕98号）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学院通过奖、贷、助、补、免等多种资助方式帮

助学生完成学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助学贷款、“绿色通

道”、奖助学金、学费减免、勤工助学等资助项目。资助条件和标

准由学校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情况，按照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等 5部

门《山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鲁财科教〔2020〕15 号）

以及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章  其他  

第二十五条 专升本政策：毕业生可依照当年度教育部和山东

省教育厅的文件政策规定执行，参加普通专升本考试，录取后进入

本科相同或相近专业继续学习。 

第二十六条 学院不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办理招生相关事宜。

对以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机构

或个人，学院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如果与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有关

政策相抵触，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未尽

事宜，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由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31-87198317    

传    真：0531-8719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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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网址：www.sdse.cn 

招生邮箱：t87198317@126.com 

学院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南辛庄西路 326号 

邮政编码：25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