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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报送 2021—2022学年 

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的通知 

各高等高校： 

为全面了解我省高等学校实验室建设、实验队伍、实验教学

及仪器设备等方面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报送 2021—2022学年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的通知》（教

高厅函〔2022〕17 号）要求，现就做好全省 2021—2022 学年高

等学校实验室信息数据统计报送工作通知如下： 

—、报送范围 

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包括普通本科高校（含独立学院）、本

科层次职业学校、高职（专科）学校、成人高等学校。 

二、报送内容 

（一）请有关单位根据《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调查制度》

要求报送 9个报表相关数据。其中，普通本科高校（含独立学院）

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报送 7个基表和综表一，高职（专科）学校

和成人高等学校报送基表一、二、三、七和综表二。 

（二）为提高统计工作质量和效率，各单位须在报送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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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检测系统（V2022单机版）对报送数据

进行检测，确保数据无误。 

（三）各报表表样、检测软件、填报说明及相关文件在高等

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统计系统，网址

http://systj.buct.edu.cn:81）下载。 

三、报送方式及时间 

2021—2022 学年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报送采取网

络和函件报送相结合的方式。 

各高等学校须在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期间登录信

息统计系统完成数据网络报送工作。网络报送结束并通过审核

后，在系统中下载打印纸质报表，由校（院）长签字加盖学校公

章并扫描成 PDF 版。2022 年 10 月 30 日前，将纸质报表 PDF 版

及网络报送数据压缩包（五位学校代码.zip）文件发送至指定邮

箱。以上有关报送材料均无需寄送纸质版。 

四、注意事项 

（一）有关单位要认真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范

和惩治教育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规定（试行）》（教发厅函

〔2020〕49 号）有关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各方责任，严

格依法统计。 

（二）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工作专业性较强，为保证数

据准确性、有效性、连续性，各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报送工

作，避免频繁更换联系人。 

（三）为保证统计工作的顺利进行，请各高校 8 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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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信息统计系统填写高校联系人信息，并将《山东省高等学校

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联系人信息表》（附件 2）电子版及盖章扫

描件 PDF 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四）为切实做好今年实验室信息统计工作，将举办全省普

通高等学校实验室管理与信息统计工作线上培训会，详细情况另

行通知。 

（五）山东师范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和山东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教务处将对各高校实验室信息统计上报人员进行网上或

电话答疑（普通本科高校和独立建制成人高校工作 QQ 群：

19128292，高职高专院校工作 QQ群：143828667）。 

本科高校和独立建制成人高校联系人：山东师范大学曲慧

娴 ， 联 系 电 话 ： 0531 — 86182311 ， 电 子 邮 箱 ：

sdbksystj@sdnu.edu.cn。 

高职高专院校联系人：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孙君辉，联系

电 话 ： 0531 — 86335195 、 15153110577 ， 电 子 邮 箱 ：

sdsysxxtj@163.com。 

 

附件：1.报送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的本科高校、高职高专 

院校、独立建制成人高校名单 

2.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联系人汇总表 

 
 

山东省教育厅 

2022 年 8月 26日 



 — 4 — 

附件 1 

报送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的本科高校、 
高职高专院校、独立建制成人高校名单 

 

一、本科高校名单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10422 山东大学  11066 烟台大学  

10423 中国海洋大学  11067 潍坊学院  

10424 山东科技大学  11324 山东警察学院  

1042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1510 山东交通学院  

10426 青岛科技大学  11688 山东工商学院  

10427 济南大学  12331 山东女子学院  

10429 青岛理工大学  12332 烟台南山学院  

10430 山东建筑大学  12843 潍坊科技学院  

10431 齐鲁工业大学  13006 山东英才学院  

10433 山东理工大学  13015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10434 山东农业大学  13320 青岛黄海学院  

10435 青岛农业大学  13322 山东现代学院 

10438 潍坊医学院  13324 山东协和学院  

10439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13359 烟台理工学院 

10440 滨州医学院  13373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10441 山东中医药大学  13378 青岛城市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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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10443 济宁医学院  13379 潍坊理工学院 

10445 山东师范大学  13383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10446 曲阜师范大学  13386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10447 聊城大学  13624 泰山科技学院  

10448 德州学院  13857 山东华宇工学院  

10449 滨州学院  13995 青岛工学院  

10451 鲁东大学  13997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10452 临沂大学  13998 齐鲁理工学院 

10453 泰山学院  13999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10454 济宁学院  14002 烟台科技学院 

10455 菏泽学院  14100 山东政法学院  

10456 山东财经大学  14276 齐鲁师范学院  

10457 山东体育学院  14277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10458 山东艺术学院  14327 青岛电影学院  

10825 齐鲁医药学院  14438 山东管理学院  

10868 青岛滨海学院  14439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10904 枣庄学院  1335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10908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13874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11065 青岛大学  13387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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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高专院校名单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10442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3319    山东化工职业学院 

10444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13355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0832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3388 潍坊工商职业学院 

11827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13389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12062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13390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12070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13777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2324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13778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2326 威海职业学院 13855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2328 山东职业学院 13856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12329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1385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12330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13859 山东铝业职业学院 

12335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13861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12391 潍坊职业学院 13966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12396 烟台职业学院 14078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12440 东营职业学院 14079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12441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14080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12818 滨州职业学院 14081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12819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14082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12841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14118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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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42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14193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12844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 14195 临沂职业学院 

12945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14196 枣庄职业学院 

12946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14242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12947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14320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 

13007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14332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3008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14343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13009 淄博职业学院 14345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13010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14346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13011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14347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13012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4379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13014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14477 菏泽职业学院 

13316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14506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13317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14507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13318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14545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13321 青岛求实职业技术学院 14570 烟台黄金职业学院 

13323 济南职业学院 14605 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 

14261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2020恢复招生） 
14710 

潍坊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2020 年成立） 

14688 
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0年成立） 
14666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2019 年成立） 

14707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2020年成立） 
14689 

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0 年成立） 

14709 
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2020年成立） 
14708 

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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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建制成人高校名单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51286 山东开放大学 

51779 山东财政职工大学 

51858 青岛开放大学 

50626 山东省水利职工大学 

50638 山东兵器工业职工大学 

50663 山东省济宁教育学院 

51777 兖州矿区职工大学 

50641 新汶矿务局职工大学 

50661 山东省聊城教育学院 

50644 济南市职工大学 

50649 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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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联系人汇总表 

 

学校名称（盖章）：            填表人：              联系方式：           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部门名称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学校是否为新设或更名

（请备注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