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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于 2002 年组
建，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
院校。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教授、副教
授 145人，双师型教师 156人，博士、硕
士（含在读）120 人；学院环境优雅，山
水相间、曲径通幽，是广大学子静心读
书、潜心研学的理想学府；学院有校内
生产型实训基地 19 个、实验实训室
109 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138 个、400
亩生产型实训基地园区，为广大学子
学习实用技术、练就真功夫提供有力
的设备保障。

2016 年，学院中专部与“国家级
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湖北省示范中等

职业学校”随州机电工程学校合作办
学，搭建中高职融通“交互式”立交桥,
为广大学子打通升学途径，直通大学
提供保障。

中专部开办以数控技术应用、计
算机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建筑工程
技术、幼儿保育、护理、老年人服务与
管理、会计事务等省、市重点（特色）专
业为核心的 10 大类 16 个专业，设置

“3+2”五年制直通班、职教高考班、特
色升学班、就业班等班级类型，很好地
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多方面需求，让
学生升学有优势、就业有能力、发展有
通道。

凡就读该校的学生均可通过普通
高考、技能高考、“3+2”分段式、五年
一贯制等方式优先取得学院学籍，进
入本院继续深造，获得大专学历，在本
院学习过程中还可通过“专升本”考
试，进入本科院校学习，获得本科学
历。

如果你够努力，直接上本科不再
是梦想。

招生代码：1321
学校地址：随州市迎宾大道38号

（市内乘 8路、22路公交车何店方向
职院站）

招生热线：0722-3280428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中专部招生简章

随州市第一职业中学是随州市最
早的公办中等职业学校,首批“国家级
重点职业学校”、随州市唯一一所公办

“市级示范中职学校”“湖北省最佳文
明单位”“综合治理先进单位”，是目前
随州市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中等职
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基地。学校办学 30
多年来，为各级高校和社会输送了 6万
多名优秀学生和各类技术人才，2021
年专科上线率 100%，本科上线近 30
人，上线率达 15%，为社会经济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学校以中职教育为主，升学就业
并举。专业齐全，开设有幼儿保育、会
计事务、计算机应用等专业。学生既
可直接就业做蓝领，也可选择技能高
考圆大学梦。

多元途径上大学
学校中职学生有 4 种途径可以轻

松考上大学：一是高职单招；二是参加
技能操作为主、文化考试为辅的技能
高考；三是参加省中职技能大赛获保

送上大学；四是普通高考。
中职生参加技能高考照样上好大

学。近几年，学校每年近百名学生被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文理学院、武汉商
学院、湖北工程学院、湖北科技学院、
荆楚理工学院等本科院校及武汉职业
技术学院、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等
国家级示范高职院校录取，2021 年学
校 40余名学生参加省级高职院校单独
招生考试被提前录取。

特色专业助就业
幼儿保育（幼师）
随州一职中是随州市最早具有学

前教育专业办学资质的学校。教学设
施设备齐全，师资队伍素质过硬。开
设声乐、钢琴、舞蹈、美术、手工制作和
幼儿教学法等课程。重点培养具有演
唱、演奏等能力且能胜任幼儿教育工
作的应用型人才。2017 幼师学生表演
的舞蹈《汉东书风》荣获湖北省第八届
黄鹤美育节中职组一等奖,办学近 30
年来，为社会输送了数千名优秀毕业
生，大部分成长为随州市幼儿园的教

学骨干，出现了市镇幼儿园到校“抢
人”的局面。

计算机应用
学校是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考

点，计算机专业是随州市中职学校中
的特色专业。该专业的学生在参加湖
北省、随州市中职技能大赛中多次荣
获一、二等奖。就业的学生素质过硬，
动手能力强，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会计事务（会计电算化）
作为随州市重点专业之一，学校

专业师资力量雄厚。会计专业开办 30
多年来，学生在参加省市技能比赛中
多次荣获殊荣。毕业学生以“就业待
遇好、综合素质高、动手能力强、上岗
适应快”而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许多
毕业生现已成为随州市金融界的业务
骨干。

招生代码：1311
学校地址：随州市白云湖南路8号
乘车路线：市内乘13路公汽电大

站下
咨询电话：0722－3819232

随州市第一职业中学招生简章

学院简介 随州技师学院是经湖
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高中阶段综合教
育公办学校 ，占地 260 亩 ，建筑面积
10.5 万平方米，教职员工 320 人，在籍
学生 3600余人。

●国家级重点技工院校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

范学校
●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工

程重点规划建设学校
●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战线集体

一等功
●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突出贡献

奖
开设三大类 16 个市场紧缺专业，

拥有近百个实训室、2.6 万平方米实训
中心，正高级讲师 4 名、高级讲师 34
名、省级技能名师 3 名、省级首席技师
1 名、市级以上骨干教师 26 名、教学一

体化双师型教师 78 名。集技师、高级
工、中级工、高中、短期培训于一体，可
以满足学生升学和就业的双重目标。

招生专业
◆信息技术类：计算机应用（网络

技术方向）、计算机应用（平面设计方
向）、计算机应用（天津单招）、电子商
务

◆人文社会类：幼儿教育、会计、
护理、民族音乐与舞蹈、旅游服务管理

（导游方向）
◆机电工程类：机床切削加工（车

工/钳工）、机床切削加工（天津单招）、
汽车维修、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器控制
方向）、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技术应
用方向）、数控加工（车工/铣工）、工业
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智能制造）

招生类别
◆技能高考：湖北省普通高校本

专科统一录取，实行机械、电气电子、
计算机、财经、学前教育、护理、汽修类

等分类投档、录取。
◆技能就业：实行“文化课+专业

基础课+专业技能一体化”教学模式。
经毕业考核和技能鉴定合格后推荐就
业（省内外大中型企业定向合作班）。

◆天津单招：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是培养职业教育师资的高等师范
院校，从技工学校优秀应届毕业生中
招生，采用单独命题、考试、录取的办
法为职业教育培养师资。单招考试录
取学生与全国普通高考录取的学生享
受同等待遇。学院按该校单独招生考
试大纲要求，由教学经验丰富优秀教
师任教，已有多年办班经验，升学率
90%以上。

招生代码：6161
学校地址：随州市（高新技术开发

区）交通大道K056号
联 系 电 话 ：0722- 3816016

3816579

随州技师学院招生简章

随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是 2014
年经随州市教育局审批、省教育厅备
案的新随县唯一一所中等职业技术教
育学校，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突出
典范。

办学理念前卫：学校始终把“聚师
道精华、育蓝领精英”作为育人主线，
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引进外资建立校
办工厂，真正实现“校中厂、厂中校”的
校企融合。

师资力量雄厚：学校有一支教学
能力突出、技能高考备考经验丰富的

“双师型”教师队伍，专业课教师全部
参加国家级专业培训，还与武汉科技
大学、黄冈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对口
衔接，教师双向交流，同时还有数十位
来自校办企业一线的高级技师指导学
生实训。

教学设施先进：学校有数控、计算
机网络、汽车维修与驾驶、机械加工、
电工电子、幼儿保育等 6 个实训中心
20个功能室，供学生实训。

培养模式多元：学校有“订单式培
养”模式，积极与企业联合，采取技能
操作为主、课堂文化理论为辅的教学
方法，学历证书和资格证书并举，培养
技术型、应用型人才，直接就业做蓝
领；更有“高考升学”模式，让更多的中
职学子通过技能高考圆大学梦。

专业开设齐全：学校开设有计算
机类、机械类、财经类、幼儿保育 4 大
类 16个专业。

办学成效显著：办学 8 年来，办学
条件逐步改善，办学成绩越来越好；教
师参加“说课程”大赛、连续三年获省
级奖励（其中刘静老师获省一等奖）；

学生参加中职生技能大赛和“文明风
采”活动，获省、市级奖励近百人；通过
技能高考上大学人数逐年增加，每年
高考上线率稳居 98%以上，并且有部
分学生考上本科大学；学生就业（升
学）率和稳定率一直名列前茅，为各级
高校和社会输送了大量优秀学生和各
类技术人才。

随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竭诚欢迎
各地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复员退
伍军人来学校就读！

招生代码：1318
学校地址：随县经济开发区（随岳

高速出口）
乘车路线：乘 3路公汽到随岳高

速随县出口下车即到
报 名 热 线 ：0722—3567168

3567167

随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招生简章

办学成效显著：学校创建于 1979
年，历史悠久，多次被评为广水市“人
民满意学校”、随州市“教学先进单
位”，湖北省“园林式学校”，2000 年被
评为“国家级重点职高”，2013 年被随
州市评定为“示范职业高中”。

校园环境优美：学校位于应山城
区中心，毗邻市政府，有“长亭晓风”

“锦绣花园”“映雪晨读”等十二处靓丽
的景观，是学生放飞梦想的理想园地。

师资力量雄厚：学校有一支教学
能力突出、技能高考备考经验丰富的

“双师型”教师队伍。专业课教师全部

参加国家级专业培训。学校还与鄂州
职业大学对口链接，教师双向交流，同
时有数十名来自企业一线的高级技师
指导学生实训。

教学设施先进：学校有数控、计算
机网络、机械加工、电工电子、财会模
拟、农学实训室等 6 个实训中心 15 个
功能室，价值近 5000 万元，供学生实
训。其中数控、计算机、财会专业是随
州市品牌专业。

培养模式灵活：一是“订单式培
养”模式，学校积极与外资企业、高新
企业、沿海企业联合，采取技能操作为

主、课堂理论教学为辅的教学方法，学
历证书和资格证书并举，培养技术型、
应用型人才，让每一位毕业生就业有
保障、有高薪。二是采取“高考升学”
模式，读中职进入了“双保险”，不但安
排就业，而且让更多的学子圆大学梦。

招生代码：1313
学校地址：广水市应山城区育才

路51号（乘1路公汽在西亚超市下车
往北走50米即到）

学校网址：http://yucai.zggs.gov.
cn

联系电话：0722-6232204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招生简章

湖北正路职业学校是浙江宁波正
路集团公司举办的一家公益性民办教
育机构。2009 年由广水市人民政府引
进落户于广水市。学校在广水市拥有
中等职业教育和专业技能人才培训教
育的资质。

一、选择多样
开高考课程，提升文化素养；设前

卫专业，培养专业技能；
学一技之长，适应就业市场；与高

校对接，直通高考升学。
可选专业：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

应用、汽车制造与修理、人力资源管理
事务（互联网方向）、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高铁乘务方向）、数控技术应
用、工业机器人、电子商务、工程造价、
电商直播服务、幼儿保育、民族音乐与
舞蹈、美术绘画、老年服务与管理等。

二、收费合理
无起步高费，无中途加价，无违规

罚款，坚持公益性。

三、办学条件
校园：占地二百亩，绿茵足球场，

塑跑四百米，拱桥护栏河，河岸花园
绕，花木四季香。

教室：配有多媒体，班额标准化，
教学信息化。

宿舍：住宿在公寓，配有洗浴间，
冷热有空调。

食堂：设施标准化，配餐营养化，
收费最廉价。

四、教师队伍
聘请名校名师，组建专家团队，老

中青相结合，专兼职相结合。
善于因材施教，善于开发潜能，善

于培养情商，善于组织教学。
五、规范办学
全封闭管理全日制教学；
认真落实部颁教学计划；
扎扎实实搞好教学工作。
六、创新发展
学会创新 实现跨越

落 实 立 德 树 人 ，引 导 学 生 成 人
——创新德育方法：

开 发 学 生 潜 力 ，激 活 上 进 热 情
——创新激励方法；

培 养 健 康 情 商 ，增 强 发 展 动 力
——创新情商教育；

弥 补 知 识 缺 陷 ，奠 定 学 习 基 础
——创新因材施教；

发 展 学 生 特 长 ，培 养 一 技 之 长
——创新能力培养；

重 视 职 业 规 划 ，培 养 营 生 能 力
——创新技能培养；

培 养 应 试 能 力 ，拓 宽 升 学 之 路
——创新高效教学。

招生咨询方式
招生代码：1315
学校地址：广水市应山大道清水

桥新一中东侧50米
学校网址：www.hbzlxx.org
联 系 电 话 ：0722- 7608888

13085240649

湖北正路职业学校招生简章

随州市曾都区职业高中是曾都区
唯一一所全日制公办职业高中，是一
所集中等职业教育、技能高考（含单独
招生考试）教育、职业技术培训于一体
的多功能综合型学校；先后获得湖北
省中职学校德育工作先进集体、湖北
省重点中职学校等多项殊荣。

学校办学条件优越，师资力量雄
厚，管理规范。现有计算机技术应用、
电子技术应用等专业。其中计算机专
业是全省首批品牌专业，电子技术是
市财政支持建设的重点专业。学校现
有 专 任 教 师 32 人 ，其 中 高 级 教 师 6

人，“双师型”教师 12 人。学校教学手
段现代化，建有多媒体教室、同步教学
录播室、电工电子实训室等多个专业
教室和实训实验室等。

学校创造“教育者办厂、企业家办
学”的当代职教新模式，坚持“政府主
导、基地承办、部门监管、扶贫到户、家
长受益”的原则，帮助贫困青壮年劳动
力提高就业技能，发挥“培训一人、转
移一人、脱贫一户、带动一片”的积极
作用。与随州高新区和曾都经济开发
区多家企业联合办学，学校校企一体
化改革获得毕业生一致好评，教学质

量得到用人单位广泛认可。
学校技能高考和高校单独招生考

试成绩突出。高考本科上线率连年居
全市前列。每年争取到国家、慈善机
构、社会团体和个人资助，设立奖、助
学基金，帮助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学校将抢抓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的大好机遇，积极建设全国示范学
校，竭力打造成随州职业教育的品牌
学校！

招生代码：1312
学校地址：随州市季梁大道26号
电话：0722-3320199

随州市曾都区职业高中招生简章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成立于 1961
年，是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省级
示范中等职业学校、国防教育特色学
校、省中职学校文化建设实训基地、省
中职学校文化建设先进单位、省首批

“1+X”证书试点学校、省“3+2”中高
职衔接学校。2016 年，学校凭借先进
的办学理念、规范的办学行为与随州
职业技术学院中专部合作办学，依托
职院优美的校园环境、强大的师资力
量、雄厚的实习实训基地，共同为随州
地区广大学子进一步深造开直通车、
架立交桥。

学校开办以数控技术应用、计算
机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建筑工程技

术、幼儿保育、护理、老年人服务与管
理、会计事务等省、市重点（特色）专业
为核心的 10 大类 16 个专业，设置“3+
2”五年制直通班、职教高考班、特色升
学班、就业班等班级类型，很好地满足
学生成长、发展的多方面需求，让学生
升学有优势、就业有能力、发展有通
道。

学校设备设施先进，环境优美、拥
有现代化的教学楼、实训室、图书馆、
体育馆、标准化运动场、学术报告厅及
各类专业实训室 100 多个，学生公寓
和学生食堂生活配套设施完善，为学
生来校学习、生活提供优质资源和服
务。

凡就读随州机电工程学校的学生
均可通过普通高考、职教高考、“3+2”
分段式、五年一贯制等方式优先取得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籍，进入随州职
业技术学院继续深造，获得大专学历，
在学习过程中还可通过“专升本”考
试，进入本科院校学习，获得本科学
历。

如果你够努力，直接上本科不再
是梦想。

招生代码：1314
学校地址：随州市迎宾大道38号

（市内乘 8路、22路公交车何店方向
职院站）

招生电话：0722-3280428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招生简章

随州市弘升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是
市教育局审批、省教育厅备案的一所
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学校位于随州市解放路 312 号，
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功能齐全，管理
规范。学校拥有高端多媒体教学系
统，有线广播系统，安全监控系统；拥
有高端空气能热水自控系统和高档环
保运动场；拥有高标准多功能音乐室、

微机室、舞蹈室、护理室、美工室，有汽
修、焊接等大型实训厅。学生教室及
宿舍均安装有净水器，洗衣机等配套
服务设施，是广大求学者学习、生活、
成人、成才的理想场所。

学校围绕“先升学、后就业”的办
学思路，专业设置科学合理，特色鲜
明；教学实践分层分类，灵活独特；普
通高考、技能高考双重并举，助你成

才；各类活动内容新颖，丰富多彩。凡
报读我校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普通高
考，技能高考，实现上大学、再就业的
人生梦想。

招生代码：1322
学校地址：随州市解放路 312

号。（市内乘4路、11路公交车在学校
门口下车）

联系电话：0722—7096669

随州市弘升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招生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