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简介 

宽甸职业教育中

心，在县委县政府和

县教育局的关心支持

和领导下，已建设成

为全县唯一一所政府

办学、涵盖了免学费

全日制中等职业学历

教育、艺术体育普通

高中教育、非全日制

中等职业学历教育、

中短期职业技能培训、

技能鉴定、职业介绍

和向高等职业技术学

院输送优秀学生等为

一体的综合型职业技

术教育学校，现有教

职员工 105 人，21 个教学班。学校占地面积 534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6600 平方米，

教学设备先进，生活设施齐备。明确了“四校、两厂、一园”。2022年起创建省级示范

职业学校的五年办学发展规划。确立了质量保证、氛围熏陶、创新引领、特色发展的办

学理念。坚持立德树人，牢固树立了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在做人中学做事，在做事中

求发展的德育理念。学校实行封闭式教育管理，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情境和寓意深刻

的校园文化、温馨舒适的学生公寓、营养美味的餐厅膳食等给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提

供了全方位的保障。优化了自身的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化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稳步发展与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间的职普融通工作，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

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等国发文件，招收初三和普通高中学困生，帮助初三

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同时，接受职业教育，学习掌握专业技能，并能和普通高

中学生一样实现上大学的梦想。构建了现代职业教育育人体系--“工厂建到校园里，课

堂搬到车间去，专业长在产业链上”。注重师资队伍建设，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

方式，加强了青年教师的培养，逐步提升“双师型教师”比例，建设一批高水平的优质

专业，2021 年 11月，学校畜禽生产技术专业被评为省级优质专业。学校的专业课教学，

厚基础，强技能，注重学生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习惯的养成，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职业

生涯规划，为培养更多为振兴宽甸经济服务和国家建设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

工巧匠，大国工匠夯实基础! 

选择到宽甸职业教育中心学习可获得的优势: 

一是中考成绩一般的学生，就读职教中心，三年后依然可以上大学，上本科！新《职

业教育法》2022 年 5 月 1 日颁布实施，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是同等重要的类

型教育，打通了中专大专本科通道，中职学生参加职业高考可升专科或本科大学，并可

考研究生和读博士。 

二是中职专业“免收学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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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到职教中心三年后可以通过高职单招考试上大学。辽宁省内 40 多所高职大学

面向我校专业班学生招生。 



四是推荐就业，就业前景广阔。 

五是服兵役、学历层次好，我校学生在学满两年后可选择服兵役，当兵学技术两不

误。 

 

专业介绍 

 

电子商务(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方向) 

专业代码 730701 

培养方向 与辽宁职业学院合作办学，(3+2)

五年全日制大学专科，前三年在职教中心学习(课

堂教学与网络直播营销一体化教学模式)，后两年

在辽宁职业学院(铁岭市)学习。毕业后推荐到宽

甸电商中心所在地区从事乡土特产品营销。 

主干课程 图形图像处理技术、网络产品 E化、

网络营销实务、商务网页设计与制作、商品识别、

电子商务运营、电子商务客户管理，电子商务物

流业务、短视频制作与推广    、微营销、营销型网站建设、数码图像处理、商务数据

分析与应用、直播电商实训等。 

该专业是 2022 年新增专业，与宽甸县商务局合作，以为宽甸--全省电商示范县培

养电商人才为主线，重点培养推介宽甸家乡土特产

品的优秀网络直播营销电商人才。职教中心 2021 年

新建电子商务录播室、主播室等，商务局下属的电

商公共服务中心作为教学实训基地，全面保障实训

场地、货源、直播间、培训教室、经验分享和营销

实景教学，深化“产教融合”，促进专业技术的有效

转化，让学生在实践中更深入了解专业，增强学习

兴趣，真正实现“做中教，做中学”，补充我先电商

行业人才紧缺短板，为我县电商产业发展提供智力

和人才保障。 

招收应初中往届毕业生，要求形象好，具有流利的语言表达能力，男身高不低于

1.65米，女身高不低于 1.55米。 

 

计算机应用 

专业代码 710201 

培养方向 

高考升学 参加职业高考升入本、专科大学院校。 

推荐就业 企事业单位、IT行业、广告行业、印

刷行业、电信与通信等领域的信息综合性技术应用、

计算机辅助管理、计算机维修、网络维护、企业网站

的建设与维护等工作。 

主干课程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组装与维修、

网页制作(DreamWeaver)、Access数据库、Photoshop

基础与案例、动画设计制作案例、CorelDraw 案例制



作、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视频编辑、影视后期制作、3Ds max、数字摄影摄像等。 

该专业 2000 年开设，学校现设有三个高标准计算机专用教室，数百名毕业生由学

校推荐就业或通过高考升入省内本、专科大学院校，自今年起，该专业主要培养目标是

参加职业高考。 

 

畜禽生产技术 

专业代码 610301 

培养方向 

高考升学 参加职业高考升入本、专科大学院校。 

推荐就业 养殖场生产管理、疾病防治、饲料加工与销售、

动物性产品检疫检验、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等工作。 

主干课程 动物解剖生理，动物微生物及检验技术，兽医

基础，畜禽生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养牛羊与牛羊病防治。养

禽与禽病防治，畜禽疫病防治，动物防疫与检疫技术。 

畜牧兽医专业是

1994 年立足于服务

“三农”开设的农口

专业。2021 年被确定为省级优质专业，近两千余

名毕业生活跃在我省畜牧行业和参加高考考入

沈阳农业大学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熊岳农

专)、沈阳职业技术学院等本专、科院校，成为

高级畜牧技术人员，为我县畜禽养殖、畜禽疾病

防治等做出了很大贡献。2022年 3月，学校与落

户宽甸的禾丰公司和中地奶牛场(归属伊利集团)

达成实质性校企合作。该专业学生可通过“产教

融合”的教学模式，获得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突出

的实践能力。 

 

 

幼儿保育 

专业代码 770101 

培养方向 

高考升学 参加职业高考升入本、专科大学院校 

推荐就业 北京、南京、苏州、沈阳或本地幼儿

园从事幼儿保育工作。 

主干课程 学前儿童卫生保健，幼儿教

育心理学，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幼儿文学阅读与指导，幼儿园保育，乐理

与视唱，唱歌与幼儿歌曲弹唱，键盘与歌

曲伴奏，舞蹈，绘画，手工，幼儿教师口

语等。 

该专业教学设备齐全，设有钢琴室、

电子钢琴室、舞蹈室、美术室、语音室等。

宽甸第三幼儿园是我校幼儿保育专业的教



学实训基地。自今年起，主要培养目标是参加职业高考。 

招收初中应往届毕业生，要求形象好，具有流利的语言表达能力，男身高不低于

1.70米，女身高不低于 1.55米。 

 

 

船体修造技术(焊接技术) 

专业代码 660501 

培养方向 

高考升学 参加职业高考升入本、专科大学院

校。 

推荐就业 船舶制造、机械制造等行业，大、

中型企业，从事自动焊接、半自动焊接技术操作与

施工，工艺规程制定，产品质量检验，现场生

产管理与技术管理等工作。 

主干课程.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础、焊接工

艺学、电工与电子技术、轮机工程材料、船舶

柴油机、船舶辅机、船机维修技术、焊接工艺

实训，金工工艺实训、动力设备拆装与操作等 

焊接技术已被国家列为技能型紧缺专业

人才序列。 

 

 

船舶电气装置安装与调试(电工技术) 

专业代码 660503 

培养方向 

高考升学 参加职业高考升入本、专科大学院校。  

推荐就业 船舶电器安装与维护;机电设备、自动化

设备、生产线及楼宇设备的安装、调试、运行、维修与

检测;机电产品的销售与技术服务等工作岗位。 

主于课程 电工技术基础与技能、工程制图、船舶

电气安装与维护、电机装调与维护、电子应用技术、电

器 CAD、PLC 控制技术、单片机控制技术、变调频应用

技术、可编程控制器等。 

 

 

汽车运用与维修 

专业代码 700206 

培养方向 

高考升学 参加职业高

考升入本、专科大学院校。 

推荐就业 汽车机电维

修、汽车检测、汽车维修业

务接待、4S 店售后服务整车

制造、汽车保险理赔、汽车配件销售等工作岗位。 



主干课程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检修、汽车底盘构造与检修、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检

修、机械基础、汽车电工与电子基础及实训等课程。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 1992 年开设，该专业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由研究生和

专业技师为学生授课，汽车专业配有发动机、电气、底盘、美容、整车等实训室，学校

下属佰业驾驶员培训学校拥有各种车型教练车。自今年起，还将筹建新能源汽车实训室，

让学生真正完成专业理论和实际操作的学习和演练。经专业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理论

和实习实践教学水平已经达到很高水准，为本地及省内外(大连、沈阳、青岛等)企业和

辽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等本、专科院校的汽修专业输送了近 2千名毕业生。 

目前我国汽车行业飞速发展，急需大批维修技师和汽车营销、美容和评估师等，相

信未来我校汽修专业毕业生就业前景更加光明! 

 

 

旅游服务与管理 

专业代码 740101 

培养方向 

高考升学 参加专业高考升入本、专科大学

院校。 

推荐就业 北京、南京、厦门、上海、苏州、

郑州、沈阳等地高铁、地铁服务、五星级酒店、

旅行社等。 

主干课程 旅游概论、旅游心理、

计算机应用、形体训练、旅游英语、导

游基础、导游业务、旅游政策与法规、

旅行社业务、餐饮服务与管理、公关礼

仪、公共关系、餐饮服务、行车组织、

服务礼仪等。 

招收初中应往届毕业生，要求形象

好，具有流利的语言表达能力，男身高

不低于 1.75米，女身高不低于 1.65米。  



严谨的教育教学管理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 

 

 

 

 

 



2022 年五年制（3+2）大专招生专业及计划 

招生专业 专业代码 
招生

计划 

学习

形式 

学制

（年） 

收费标准

（元/年） 
备注 

电子商务

（3+2） 
730701 40人 

全 

日 

制 

3+2 

2000 

前三年在我校学习，农村（含

县镇）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减免学费   

4500 后两年在辽宁职业学院学习 

 

2022 年中职招生专业及计划 

招生专业 专业代码 
招生

计划 

学习

形式 

学制

（年） 

收费标准

（年） 
备注 

船舶电气装置 

安装与调试 
660503 30人 

全 

日 

制 

3 2000 
农村（含县镇）及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 

船体修造技术 660501 30人 

全 

日 

制 

3 2000 
农村（含县镇）及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 

汽车运动与维

修 
700206 30人 

全 

日 

制 

3 2000 
农村（含县镇）及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 

计算机应用 710201 30人 

全 

日 

制 

3 2000 
农村（含县镇）及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 

幼儿保育 770101 30人 

全 

日 

制 

3 2000 
农村（含县镇）及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 

畜禽生产技术 610301 40人 

全 

日 

制 

3 2000 
农村（含县镇）及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 

旅游服务与管

理 
740101 30人 

全 

日 

制 

3 2000 
农村（含县镇）及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 

地址：宽甸镇欢喜岭街 143号 

联系方式：0415-5183789    18604152656       0415-5162752   15694155795 

E-mail:KDZJZX@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