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城市职业教育中心   丹东市文化艺术学校 

招生简章 

学校简介 

凤城市职业教育中心、丹东市文化艺术学校，其前身为丹东市凤城师范学校，始建

于 1958 年，是一所公办的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自建校以来，立足本地，面向全国，

先后为国家培养了近万

名优秀毕业生，是辽宁

地区一颗璀璨的育人明

珠。 

学校座落在国门第

一名山——风景秀丽的

凤凰山脚下，地处凤城市内，占地 110余亩，建筑面积 6万余平米，现有在校生近 2000

人，任课教师全部为本科以上学历，教授级高级讲师 13人和高级讲师 103人。 

学校拥有教学楼、艺术楼、综合楼、学生宿舍公寓楼、就餐大厅、浴池、洗衣房和

电子图书馆、阅览室、录播教室、校园电视台、心理咨询室、画室 、电脑设计教室、

手工作品制作间、幼儿教师模拟室、高配置多媒体教室、多媒体会议室、语音室、附属

幼儿园等，建有数控技术、机械加工、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汽车、焊接技术、

电子商务、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实训室等现代化实训基地，有国家级职业技能鉴定所，

是一所以中职教育为主体，集大专（贯通培养）、技能鉴定、职业培训等多功能为一体

的现代化综合性学校。学校生源覆盖全国 7 个省 26 个市，毕业生遍及北京、杭州、青

岛、天津、大连、沈阳、丹东等全国各地。 

2018 年学校被评为“辽宁省首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2020 年学校被评为

“辽宁省县级职教中心转型发展示范校”。 



招生对象及条件 

1、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 

2、身心健康、五官端正； 

3、幼儿保育、旅游服务与管理：女身高 1.55 m 以上,男身高 1.60 m以上，口齿清晰，

动作协调，五官端正、视力正常、会讲普通话、身体明显部位无疤痕、无纹身。 

专业及收费 

五年制（3+2）大专方向 

专业 人数 学制 毕业去向 报名、录取及收费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 
20 5 年 

发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全日制大专毕业证书，毕

业时由大专院校推荐就

业。 
参加中考 

将凤城职 

业教育中 

心（丹东 

市文化艺 

术学校） 

填入第一 

志愿，经 

省招办统 

一录取。 

前 3 年中 

专学习期 

间（按国家政

策免学费。住

宿费 400 元/

年） 

后两年按辽宁农业职业技术

学院大专标准收费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应用） 
20 5 年 

数控技术 

（数控技术应用） 
30 5 年 

发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全日制大专毕业证书，毕

业时由大专院校推荐就

业。 

后两年按辽宁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大专标准收费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30 5 年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机械加工技术） 
30 5 年 

发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全日制大专毕业证书，毕

业时由大专院校推荐就

业。就业主要面向中铁九

局、中车集团、北车集团、

沈飞集团等。 

后两年按辽宁轨道交通职业

学院大专标准收费 

智能焊接技术 

（焊接技术应用） 
30 5 年 

发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全日制大专毕业证书，毕

业时由大专院校推荐就

业。 

视觉传达设计 

（工艺美术） 
30 5 年 

发辽宁轻工职业学院全日

制大专毕业证书，毕业时

由大专院校推荐就业。 

后两年按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大专标准收费 



中职就业方向 

专业 招生对象 学制 招生人数 学费、住宿费 备注 

幼儿保育 

（省优质、品牌、示范专业） 

初中 3 110 

按国家政策

免学费。 

 

 

 

 

住宿费 

400 元/年 

身体健康、五官端正，女身高 1.55m 以上，

男身高 1.60m 以上，口齿清晰，动作协调。 高中 2 10 

工艺美术（丹东市重点专业） 

（室内设计方向） 
初中 3 10  

数控技术应用（省示范专业） 初中 3 40  

汽车运用与维修（省优质、市级重点专业） 初中 3 20  

焊接技术应用（市级重点专业） 初中 3 20  

计算机平面设计 初中 3 40  

计算机应用 初中 3 20  

电子商务 初中 3 30  

运动训练 初中 3 20  

音乐表演 初中 3 10  

旅游服务与管理 初中 3 20  

单招升学方向 

专业 招生对象 学制 招生人数 学费、住宿费 备注 

幼儿保育 

（省优质、品牌、示范专业） 
初中 3 60 

 

按国家政策

免学费。 

 

 

住宿费 

400 元/年 

身体健康、五官端正，女身高 1.55m 以上，

男身高 1.60m 以上，口齿清晰，动作协调。 

机械加工技术（省优质、市级重点专业） 初中 3 30  

工艺美术（丹东市重点专业） 初中 3 10  

汽车运用与维修（省优质、市级重点专业） 初中 3 20  

会计事务 初中 3 20  

运动训练 初中 3 10  

音乐表演 初中 3 10  

旅游服务与管理 初中 3 20  

注：以上各专业学生毕业均可参加高职单独招生升学考试，对口升入省内各类高职（专

科）院校。 



就读优势 

1.学校推荐工作，毕业生就业有保障。 

2.学生毕业后即可推荐就业，也可参加高职单独招生升学考试，对口升入省内各类高职

（专科）院校。 

3.学校幼儿保育专业毕业生除可获得中职毕业证书外，还可参加大专函授学习，考取幼

儿保育员证书、普通话等级证书、育婴师证等；其它专业也可考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4.封闭管理、开放办学，让家长放心、学生满意、社会欢迎。 

 

资助政策 

1. 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户籍学生，城市涉农

专业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 

2. 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建档立卡、低保、孤儿、烈士子女及残疾人子女等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国家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 2000元。 

3.学校为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建立了奖学金制度，为贫困生提供就业援助。 

 

就业前景 

学校实行推荐就业、定向就业与订单培养的就业形式，毕业生就业有保障；就业环

境好，待遇优厚。幼儿保育专业的毕业生连年供不应求，已与省内外 70 多家幼儿园、

幼教集团、托育机构等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计算机平面设计、工艺美术专业的毕业生既懂得专业理论，又具有实际高效的操作

能力，深受广告公司、装饰公司、印刷公司的青睐。数控技术、机械加工、焊接、汽车

运用与维修、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与省内外多家企业建立了稳定的供求关系。

据跟踪调查，本校毕业生的基本功扎实、技术过硬，受到企业的好评。他们中的大多数

已成为生产骨干。 



 

地址及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辽宁省  丹东  凤城市振兴街 65号 

邮    编：118100 

招生热线：0415—6869139  6869703  13304252163  13154152625   

联 系 人：宋承武  刘庆华   

网    址：www.lnddyx.com  

 

 

 

 

 

 

 

 

 

 

 

 

 

 

 

 

http://www.lnddy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