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政法学院 2017 年招生 30 问
1.山东政法学院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山东政法学院是全国八所公办全日制政法院校之一，是全国政法
大学“立格联盟”成员高校，是山东省内唯一一所独立设置的以法学
教育为主的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学校肇始于 1955 年 7 月山东
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的山东省政法干部学校，2007 年正式设立山
东政法学院，2011 年获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资格。
2.山东政法学院的学科专业是怎样设置的？
学校专业设置涵盖法学、文学、经济学、管理学、工学五大学科
门类，以法学类专业为主，设有普通本、专科专业 28 个。其中，法
学、监狱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行政管理等 4 个本科专业是山东省省
级特色专业。法学专业被确立为国家“本科教学工程”地方高校第一
批综合改革试点本科专业、省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验区、省级
应用型人才培养发展支持计划专业。在省属高校中首个全部拥有法学
学科“三重点”建设项目：省级特色重点学科刑法学，省级重点学科
经济法学，省级重点实验室证据鉴识实验室，省级重点人文社科研究
基地民商事法律与民生研究中心。在法学一级学科 10 个二级学科中，
除军事法学外的 9 个二级学科都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研究团队。
学校在突出法学专业特色的基础上，强调其他专业与法结合，非
法学专业均具有鲜明的融法特色，逐步构建起“法学类专业群为核心，
经管类专业群和新闻传播类专业群为两翼，信息技术类专业群和外国
语言类专业群为基础”的法为核心、分类建设、交叉融合、相互支撑、
特色鲜明的“122”学科专业体系。
3.山东政法学院 2017 年的招生计划有多少？
山东政法学院 2017 年招生计划总数 3320 名，其中普通本科招生
计划 2720 名，普通专科招生计划 600 名。各专业招生计划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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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本
科
专
业

专
科
专
业

招生计划
学制
法学
1290（文 705 理 585）
四年
国际经济与贸易
100（文 40 理 60）
四年
经济学
120（文 50 理 70）
四年
财务管理
180（文 68 理 112）
四年
行政管理
100（文 56 理 44）
四年
英语
80（文 50 理 30）
四年
日语
30（文 20 理 10）
四年
新闻学（说明：法治新闻方向） 100（文 80 理 20）
四年
编辑出版学
60（文 45 理 15）
四年
知识产权
60（文 33 理 27）
四年
政治学与行政学（说明：法治
50（文 40 理 10）
四年
政务方向）
商务英语
60（文 40 理 20）
四年
网络与新媒体
60（文 30 理 30）
四年
审计学
50（文 20 理 30）
四年
金融工程
60（理）
四年
信息工程（说明：网络信息安
60（理）
四年
全与法政信息管理方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说明：
60（理）
四年
智能电子方向，校企合作）
监狱学（男）
180（文 54 理 126）
四年
监狱学（女）
20（文 6 理 14）
四年
本科合计
2720（文 1337 理 1383）
法律事务
240 （文 140 理 100）
三年
行政管理
60（文 35 理 25）
三年
应用英语
60（文 40 理 20）
三年
财务管理
120（文 50 理 70）
三年
新闻采编与制作
60（文 40 理 20）
三年
计算机信息管理
60（理）
三年
专科合计
600(文 305 理 295)

4.山东政法学院 2017 年在哪些省份招生？
我校 2017 年分别在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
云南、陕西、甘肃共 19 个省份招生。
5.山东政法学院 2017 年在山东省哪些录取批次招生？
（1）本科提前批：监狱学专业
（2）本科批：普通本科，校企合作本科
（3）专科批：普通专科
6.山东政法学院 2017 年的录取政策是怎样的？
学校根据各省的志愿设置及投档录取原则录取，对实行平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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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省份，执行相关省份的投档规定，按“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
则接受投档，第一次填报志愿的投档考生不足时，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征集志愿考生。对未实行平行志愿的省份，按照“志愿优先，从高分
到低分录取”的原则录取，先录取第一志愿报考本校的考生，第一志
愿投档考生不足时，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以此类推。内蒙古自治区
实行“招生计划 1：1 范围内按专业志愿排队录取” 的录取规则。
学校在山东省外的招生计划，录取批次以各省公布的批次为准。
在山东省内的本科招生计划共分两个录取批次：监狱学专业为本科提
前批录取，其他本科专业为本科批录取。对于进档考生，学校在分配
专业时按“专业志愿清”原则进行;若未被相应专业录取，服从专业
调剂的考生，由高分到低分，根据缺额专业计划，参考考生志愿情况
和相关科目成绩，调剂录取到未满专业；若未被相应专业录取，且不
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予以退档。
7.如何报考山东政法学院？
凡成绩达到相关批次线的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间段，登陆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网站，网上填报志愿即可。将我校的院校代码 E100（山
东省的）和专业代码(参考《2017 年普通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指南》)
填入相应的报考栏目内。为增加录取的机率，尽量将我校填入第一学
校志愿且专业服从调剂。
8.山东政法学院录取时会控制男女比例么？
除监狱学专业要求女生不超过 10%外，其它专业没有限制。
9.报考山东政法学院有语种限制吗？
我校英语专业限招英语语种的考生，其他专业语种不限。
10.报考山东政法学院提前批——监狱学专业有哪些特殊要求？
报考监狱学专业且进入面试名单的考生需参加政审、面试、体检
和体能测试。面试名单于考生填报完志愿后，在山东省招生考试院网
站和山东政法学院招生信息网公布。
面试、体检、政审及体能测试的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7 月 1
日。地点为山东政法学院警官学院（济南市历下区二环东路 559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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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路东首、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北邻）
。
面试包括整体形象、语言表达、思维反应、心理素质测试，体检
包括身高、体重、视力、辨色、嗅觉、听力、内科、外科、验血等项
目，体能测试包括男子：50 米、立定跳远、俯卧撑；女子：50 米、
立定跳远、仰卧起坐。
体检及体能测试具体标准会在山东政法学院招生信息网公布。
11.监狱学专业面试时需要注意携带哪些材料？注意哪些方面的
问题？
考生须持身份证、高中毕业证、高考准考证、户口簿和三张一寸
近期免冠照片。因需空腹验血，请考生在面试当日上午验血前不要用
早餐。面试时着装要便于运动，穿运动鞋。
12.报考本科提前批专业，对下一批次的录取有什么影响？
凡分数达到本科线的考生均可报名本科提前批，若被录取，便不
可以再填报其它批次的相关志愿；若未被录取，不影响下一批次的录
取。
13.2017 年山东省本科批次一本二本合并，对考生报考有哪些建
议？
2017 年起，山东省夏季高考由原来的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合并
为本科普通批，考生填报的院校志愿也由原来的 6 个增加为 12 个。
合并批次后,院校志愿数量增加,考生应尽量填满所有院校志愿和专
业志愿,争取最大的录取机会。建议考生分析志愿院校往年的录取分
数(位次),结合自己的分数(位次)准确定位、合理分配,前面的志愿可
以考虑“冲一冲”,中间的要考虑“稳一稳”,最后的志愿要考虑“保
一保”
。在保证填报的院校之间有一定梯度的同时,将自己心仪的学校
放在最前边并服从专业调剂，从而增大投档成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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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山东政法学院近两年来在山东省录取分数线和考生排位是怎
样的？
年份
层次

2015
最高分

最低分

普通本科（文）

585

543

提前批本科（文）

592

510

普通本科（理）

588

522

提前批本科（理）

630

514

校企合作本科

519

495

普通专科（文）

533

普通专科（理）

525

批次线

2016
最低位次

最高分

最低分

28276

548

507

47521

554

488

117724

612

493

127478

621

491

490

149130

498

456

451

171296

492

180

57532

500

444

180

69244

456

180

186536

480

372

180

228229

510
490

批次线
474
451

最低位次
32635
44599
133690
135944

15.山东政法学院近两年在省外录取情况是怎样的？
我校在山东省外共计 18 个省市自治区每年投放 500 个本科招生
计划，近两年的录取情况如下表：
2015 年
文
科
天津、广西
一本线下 40 分
吉林
一本线下 30 分
山西、河南、湖北、湖南、
一本线下 10 分
贵州、云南、甘肃
河北、辽宁、黑龙江、江
一本线下 5 分
西、陕西
安徽、四川

一本线

内蒙古

一本线上 10 分

黑龙江
吉林、天津

2016 年
文
科
二本线上 6 分
一本线下 40-45 分

广西

一本线下 35 分

辽宁、甘肃

一本线下 20 分

山西、湖北、湖南、云南
河南、贵州、陕西
河北、安徽、江西、四川
内蒙古
理
广西
内蒙古
天津
吉林、贵州
湖南
山西、甘肃
黑龙江、湖北
河北、江西、云南、陕西
安徽、河南
四川
辽宁

理

科
广西
一本线下 65 分
内蒙古
一本线下 55 分
天津
一本线下 45 分
吉林
一本线下 40 分
贵州
一本线下 35 分
湖南、甘肃
一本线下 30 分
山西、云南
一本线下 25 分
河南、湖北
一本线下 20 分
黑龙江、陕西
一本线下 15 分
河北、安徽、江西、四川 一本线下 10 分
辽宁
一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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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线下 5-10 分
一本线
一本线上 10 分
科
二本线上 18 分
一本线下 50 分
一本线下 35 分
一本线下 30 分
一本线下 25 分
一本线下 20 分
一本线下 15 分
一本线下 10 分
一本线下 5 分
一本线
一本线上 10 分

16.山东政法学院有几个校区，在市中心还是郊区，各专业分别
在哪个校区培养？
学校所辖共三个校区，都在城市中心位置。
山东政法学院校本部坐落于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 63 号，地处
风景秀丽的五顶茂岭山麓，校园与茂岭山公园融为一体，毗邻济南
CBD 中央商务区及山东省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奥体中心等文体
场所，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人文环境优势。2017 年录取的除监狱
学专业外的其它全部本科专业及应用英语、新闻采编与制作、计算机
信息管理三个专科专业学生在该校区培养。
山东政法学院警官学院地址为济南市二环东路 5598 号（山东省
人民检察院北邻），距校本部 2 公里。2017 年录取的监狱学专业学生
在该校区培养。
山东政法学院西校区地址为济南市文化东路 50 号，距校本部 4
公里。2017 年录取的法律事务、行政管理、财务管理三个专科专业
学生第一学年在该校区培养，其余时间在校本部培养。
17.山东政法学院 2017 年各个专业如何收费？
本科：法学、知识产权、英语、日语、商务英语、新闻学、编辑
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费 4000 元/年；国际
经济与贸易、经济学、审计学、财务管理、行政管理、金融工程、信
息工程专业学费 4500 元/年；监狱学专业学费 4800 元/年；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专业学费 10000 元/年。
专科： 法律事务、应用英语、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学费 4000
元/年；行政管理、财务管理、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学费 4500 元/年
18.山东政法学院是否允许入学后二次选专业，具体要求？
允许转专业。转专业工作主要面向一年级学生开展，其他年级学
生如有特殊原因，亦可提出申请。通常，学生入学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4 月份组织学生转专业报名。每个专业允许转出学生人数一般掌握在
该专业一年级在校学生人数的 5%左右，每个专业允许转入学生的总
人数一般掌握在该专业一年级在校学生人数的 5%左右。申请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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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需要经过一定的考核程序，考核方式通常是笔试（加试科目）、
面试、专业特长（技能）展示等，具体内容和方式由接收学院确定。
19.山东政法学院是否开设辅修第二专业（学位）教育？
为培养复合型人才，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我校现开设有法学
双学位（2013 年）、经济学双学位（2014 年）两个双学位专业。通常，
学生入学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4 月份组织学生报名。申请修读双学位需
要学有余力，学校根据第一学位的成绩情况对申请人员进行选拨、择
优录取。双学位专业学生不脱离与院部之间的管理关系，主要利用双
休日、寒暑假学习相关课程。修读双学位专业的学生各方面考核达标，
完成双学位专业的各项要求，成绩优良，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同意后，授予双学位专业学士学位。
20.山东政法学院是否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
山东政法学院现开设有“鼎山学堂”法学实验班。该实验班是学
校根据教育部法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要求设计，依托山东省法学“三
三三”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验区项目而启动的学校人才培养
改革项目。法学实验班每年从新生中择优遴选，单独编班，实行导师
和青年教师助教制度，课程资源丰富，师资力量雄厚，实践环节系统
完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为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坚实保障。
法学实验班从 2013 年开始招生，每年招生 60 人，迄今共为国家和社
会培养 240 余人，学生就业率 99.12%，其中多人考取研究生、公务
员, 国家司法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远高于非法学实验班。
21.山东政法学院是否有校企合作专业？
我校与山东知名通信企业济南华恒兴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共
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智能电子方向）本科专业，采用 3+1 的培养
模式，即本专业学生三年在校学习，大四到学院与企业共建智能电子
实训基地学习及到产业联盟企业实习，最终由企业负责高端就业。该
专业集高校理论优势和企业技术优势于一体，进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专业智能电子技术方向本科的校企联合培养，旨在培养智能电子领
域所需要的嵌入式开发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电子技术工程师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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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等。
22.山东政法学院是否有中外合作项目？
我校积极开拓和发展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办学，现已于韩国中部
大学、韩国世宗大学、澳大利亚查里斯特大学商学院、美国西腾山大
学等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关系。其中与韩国中部大学开
展的合作交流项目有"2+2"、"4+1.5"双本模式与"3+1.5"专升本模式。
与韩国世宗大学开展的合作交流项目有"2+2"双学位项目和短期交流
项目（1-2 学期）。
23.山东政法学院在实践教学方面有什么做法？
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应用型人才培养办学定位，搭建了校内校外
一体化的实践教学平台，构建了理论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在
人才培养中取得显著成效。
校内建有七大教学实训中心，分别是法学、狱政管理、外语、计
算机、经济管理、新闻传播和行政管理教学实训中心。其中，法学教
学实训中心是全省唯一的法学类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校建设实
践教学基地 261 个，各专业均建设了一批专业对口、条件完善的实践
教学基地。其中，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基地数量多达 206 个，涉及法院、
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仲裁委等多个法律部门，遍及全省十七个地市，
校外实习实训条件在全国高校中屈指可数。监狱学专业将实践教学基
地全部建在专业对口的监狱系统，在省内各地市共建设实践教学基地
23 个；学校广泛聘用部门单位、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的实务专家担
任学校兼职教师，创建了“大法官讲坛”
、
“大检察官讲坛”
、
“大律师
讲坛”
、
“企业家大讲坛”
、
“政法大讲坛”、 “证据鉴识大讲坛”等实
务大讲坛，充分利用专家的行业经验来提高学生的实践实训能力。
24.山东政法学院设有哪些形式的奖学金,为帮助经济特困生完
成学业采取了哪些措施？
我校开设的奖助学金主要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
助学金、省政府奖学金、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社会奖助学金包括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爱心一日捐、隋佳基金、元华奖学金、特困家庭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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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求职补贴等，校内奖学金包括院长奖学金、奖学金和单项奖学金
等，奖助覆盖面超过 30%。除各类奖助学金外，学校还通过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勤工助学、临时困难补助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
25.山东政法学院对学生的服务有哪些体现？
答：近几年来，学校依托“爱生学工”品牌建设，强化学生服务。
“爱生学工”品牌的核心理念是：“以理解之心尊重学生，以宽
容之心关爱学生，以真诚之心引导学生，以热忱之心服务学生”
，紧
紧围绕以生为本，尊重学生，关爱学生，服务学生这一工作主线，做
到懂得尊重学生、理解学生；真心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真诚引导学
生、教育学生；悉心培养学生、服务学生。
“爱生学工”的总体目标：
建立起“在人格上尊重学生，在感情上关心学生，在工作上信任学生，
在成才上服务学生”的和谐师生关系，寓教育管理于服务之中,给学
生的成长成才和身心和谐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和良好的育人
环境，着重致力深化服务意识，努力提升服务水平，积极创新服务手
段，不断增强服务效果。
“爱生学工”的活动项目有：融入山政新生服务月、主题教育领
航行动、
“榜样山政”伴你行、“133”助学育人体系、心灵有约关爱
你我他、就业帮扶助力行动、“9958”爱生服务热线、山政家园网络
服务平台、“温馨家园”宿舍文化节、安全教育宣传月。
26.山东政法学院对新入学的大一新生有哪些服务？
我校为历年的大一新生持续开展融入山政新生服务月活动，包括
新生入学教育服务、国防教育、军训工作等，采用分班活动和集中教
育相结合、教育和训练相结合等方式开展。
27.山东政法学院有哪些处理学生日常诉求的平台？
学校设有“9958”爱生服务热线，电话号码为 88599958，有着
类似于“12345”政府服务热线的严密的反馈流程和机制。热线坚持
“用诚心为学生解惑，用真心为学生着想，用公心为学生办事，用热
心为学生服务”的原则，旨在有效解决学生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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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变“被动处理”为“主动服务”，实现与学生“零距离”的交流
沟通。
学校设有山政网络服务平台：是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习交
流、生活服务、学生活动为一体的网络社区，下设“鼎山论坛”、
“学
生家园”、
“山政生活”等版块，其主要功能一是师生互动平台、学生
服务平台和促进管理水平的监督平台。
28.山东政法学院新生入学之后是否需要参加军训？
学生军训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一般为新生报到后的两周内完成。
山东政法学院对新生的军事训练别具特色，采取以老生训新生的形式，
主训教官由监狱学专业的在校生承担。近几年来，一批又一批年轻的
学生教官们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饱满的热情以及过硬的军政素质和
丰富的军事知识，圆满地完成了每年一度的军训任务，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29.山东政法学院毕业生就业状况怎么样？
学校采取分类培养、复合培养、订单培养、联合培养等培养模式，
注重职业能力培养，满足学生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的需要，毕业生学
养好，素质高，基础扎实，作风务实，用人单位满意度评价高。学生
国家司法资格考试通过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各级各
类公务员、选调生、
事业单位考取率和考研通过率均稳定在 20%以上。
总体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5%以上。
30.怎么能了解山东政法学院更详细的招生信息？
（1）登录山东政法学院招生信息网 http://zs.sdupsl.edu.cn/查询；
（2）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政法学院招生就业处”
（3）学校招生咨询热线：0531-88599888 88599859 88599958
（4）各二级学院的招生咨询热线
法学院 0531-88599903
刑事司法学院 0531-88599878
民商法学院 0531-8859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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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贸易法学院 0531-88599895
警官学院 0531-55632752 55632758
商学院 0531-88599785 88599580
信息学院 0531-88599735
外国语学院 0531-88599934 88599920
传媒学院 0531-88599731
公共管理学院 0531-88599526 88599527 8859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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