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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同意部分中外及鲁台合作办学项目（机构） 

变更有关办学事项的批复 
 

有关高等学校： 

你们关于专科层次、非学历高等教育中外及鲁台合作办学项

目（机构）变更有关办学事项的申请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同意

潍坊学院等 17所高校的 29个专科层次、非学历高等教育中外及

鲁台合作办学项目（机构）变更有关办学事项。 

请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按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信息

表的内容开展教学；切实保障我方在教育教学、人事、财务和重

大事项上的决策权；继续完善和细化中外合作办学协议中有关师

资配置、教学计划、课程教材、质量控制等方面的内容，切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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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力度；不断加强规范化管理，在招生、

培养、考核和证书发放等环节，坚持标准，严格要求，确保质量。 

如遇重大问题，请及时向我厅报告。 

                                                                                                                                                                                                                                                                                                                                                                                                                                                                                                                                                                                                             

附件：变更办学事项的中外及鲁台合作办学项目（机构） 

名单 

 

 

山东省教育厅  

2020 年 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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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变更办学事项的中外及鲁台合作办学项目（机构）名单 
 

序号 项目（机构）名称 

变更事项 

法定 

代表人 
招生起止年份 许可证有效期 

外方合作 

办学者 

招生 

限额 
办学地址 

1 潍坊学院北海国际学院  

“2005年-2020

年”变更为“2005

年-2022年” 

“2023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5

年 12月 31日” 

   

2 

潍坊学院与加拿大博学学院合

作举办会计电算化专业专科教

育项目 

 

“2008年-2020

年”变更为“2008

年-2022年” 

“2023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5

年 12月 31日” 

   

3 

德州学院与俄罗斯符拉迪沃斯

托克国立经济与服务大学合作

举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专科

教育项目 

 

“2004年-2020

年”变更为“2004

年-2023年” 

“2023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6

年 12月 31日” 

   

4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与韩国诚信

女子大学合作举办艺术设计专

业专科教育项目 

 

“2013年-2019

年”变更为“2013

年-2022年” 

“2022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5

年 12月 31日” 

   

5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与英国朴茨

茅斯大学合作举办国际商务专

业专科教育项目 

 

“2008年-2019

年”变更为“2008

年-2022年” 

“2022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5

年 12月 31日” 

   

6 

泰山学院与加拿大圣劳伦斯应

用文理与技术学院合作举办旅

游管理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2014年-2020

年”变更为“2014

年-2021年” 

“2023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4

年 12月 31日” 

   



 — 4 — 

序号 项目（机构）名称 

变更事项 

法定 

代表人 
招生起止年份 许可证有效期 

外方合作 

办学者 

招生 

限额 
办学地址 

7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与韩国大庆

大学合作举办艺术设计专业专

科教育项目 

 

“2008年-2020

年”变更为“2008

年-2023年” 

“2023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6

年 12月 31日” 

  

“山东省济南市千佛

山路 23号”变更为“山

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国

家产教融合青岛基地” 

8 

山东女子学院与澳大利亚启思

蒙学院合作举办会计专业专科

教育项目 

 

“2006年-2019

年”变更为“2006

年-2022年” 

“2022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5

年 12月 31日” 

   

9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与澳大

利亚新英格兰大学合作举办会

计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2009年-2020

年”变更为“2009

年-2023年” 

“2023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6

年 12月 31日” 

   

10 

齐鲁理工学院与韩国湖南大学

合作举办酒店管理专业专科教

育项目 

 

“2016年-2019

年”变更为“2016

年-2021年” 

“2022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4

年 12月 31日” 

   

11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与韩国

仁川才能大学合作举办旅游管

理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2012年-2019

年”变更为“2012

年-2022年” 

“2022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5

年 12月 31日” 

   

12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

科技大学(台湾)合作举办物流

管理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2011年-2020

年”变更为“2011

年-2023年” 

“2023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6

年 12月 31日” 

   

13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韩国

湖原大学合作举办学前教育专

业专科教育项目 

“王久亮”

变更为“孙

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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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机构）名称 

变更事项 

法定 

代表人 
招生起止年份 许可证有效期 

外方合作 

办学者 

招生 

限额 
办学地址 

14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与德国北黑

森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办汽车

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专科教育

项目 

 

“2016年-2020

年”变更为“2016

年-2023年” 

“2023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6

年 12月 31日” 

   

15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与德国北黑

森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办电气

自动化技术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2013年-2020

年”变更为“2013

年-2023年” 

“2023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6

年 12月 31日” 

   

16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与韩国岭南

大学合作举办建筑工程技术专

业专科教育项目 

 

“2016年-2020

年”变更为“2016

年-2021年” 

“2023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4

年 12月 31日” 

   

17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与德国北黑

森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办物流

管理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2013年-2020

年”变更为“2013

年-2023年” 

“2023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6

年 12月 31日” 

   

18 

威海职业学院与台湾东南科技

大学合作举办建筑装饰工程技

术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周春杰”

变更为“李

耀华” 

     

19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与澳大利亚

国立管理与商业学院合作举办

会计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孙琪”变

更为“文汉

琛” 

  

“澳大利亚

精英高等教

育学院”变更

为“澳大利亚

国立管理与

商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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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机构）名称 

变更事项 

法定 

代表人 
招生起止年份 许可证有效期 

外方合作 

办学者 

招生 

限额 
办学地址 

20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与德国

F+U萨克森职业培训学院合

作举办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

业专科教育项目 

“孙琪”变

更为“文汉

琛” 

     

21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与英国伦敦

南岸大学合作举办计算机应用

技术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孙琪”变

更为“文汉

琛” 

     

22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与韩国牧园

大学合作举办视觉传播设计与

制作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孙琪”变

更为“文汉

琛” 

     

23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与新西兰

ICL 商业研究生学院合作举办

旅游管理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孙琪”变

更为“文汉

琛” 

     

24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与俄罗斯国

立农业大学合作举办水利工程

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2007年-2019

年”变更为“2007

年-2022年” 

“2022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5

年 12月 31日” 

   

25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与俄罗斯国

立农业大学合作举办机电一体

化技术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2007年-2019

年”变更为“2007

年-2022年” 

“2022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5

年 12月 31日” 

   



 — 7 — 

序号 项目（机构）名称 

变更事项 

法定 

代表人 
招生起止年份 许可证有效期 

外方合作 

办学者 

招生 

限额 
办学地址 

26 

淄博职业学院与法国雷恩高等

商务管理学院合作举办物流管

理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2006年-2019

年”变更为“2006

年-2022年” 

“2022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5

年 12月 31日” 

   

27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与日本

学校法人施无畏学园东海齿科

医疗专门学校合作举办口腔医

学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2012年-2020

年”变更为“2012

年-2023年” 

“2023 年 12月 31

日”变更为“2026

年 12月 31日” 

   

28 

山东大学与加拿大国家教育交

流中心合作举办工程科学课程

非学历高等教育项目 

“张荣”变

更为“樊丽

明” 

“2001年-2020

年”变更为“2001

年-2029年” 

“2021年 7月 6日”

变更为“2031年 7

月 6日” 

   

29 

山东大学与加拿大国家教育交

流中心合作举办工商管理课程

非学历高等教育项目 

“张荣”变

更为“樊丽

明” 

“2001年-2020

年”变更为“2001

年-2029年” 

“2021年 7月 6日”

变更为“2031年 7

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