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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护理 护理系
高职 

五年制高职
执业护士证、毕业证

实习企业 30 家：主要有 1.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2. 赤峰市医院；3.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4.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5.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6.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7. 天津胸科医院  
8. 内蒙古自治区医院；9.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10. 满洲里市人民医院  11. 呼伦贝尔市中蒙医
院  12.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康复医院  13. 宁城县人民医院 14. 兴安盟人民医院  15. 鄂尔多斯市
中心医院   16. 乌兰察布市中心医院  17. 锡林郭勒盟医院  18. 北京同济医院 19. 呼伦贝尔蒙医
医院  20. 哈尔滨香坊区人民医院 21. 国际蒙医医院  22. 北京清华大学附属医院  23. 海拉尔区
人民医院   24. 牙克石市人民医院  25. 扎兰屯市人民医院等

莫 旗 职 教 中 心、
鄂伦春自治旗民
族职业中学

无
2016 年 95.5% 
2017 年 94.8% 
2018 年 97.74%

2 护理 护理系 中职 执业护士证、毕业证

实习企业 15 家：主要有 1.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2.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 
3. 满洲里市人民医院；4. 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 5. 呼伦贝尔市第四人民医院 6. 海拉尔区人民医
院    5. 牙克石市人民医院  6. 扎兰屯市人民医院  7. 根河市人民医院 8. 额尔古纳市人民医院   9. 
鄂伦春旗旗医院等

无 平均就业率 88.96%

3 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系
高职 

五年制高职中职
计算机等级证、工程测量员

1. 内蒙古发达集团； 
2. 内蒙古交通建设监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实习期工资 2000 2018 年首届就业率 98%

4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工程系 高职 电工、机械装调工、钳工、车工 海尔集团、敏实集团、驰宏矿业、厦门天马微电子 3000-6000 95%

5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工程系 五年制高职 电工、机械装调工、钳工、车工 海尔集团、敏实集团、驰宏矿业、厦门天马微电子
鄂伦春自治旗民
族职业中学

3000-6000 95%

6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工程系 中职 电工、机械装调工、钳工、车工 海尔集团、敏实集团、驰宏矿业、厦门天马微电子 3000-6000 95%
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机电工程系 高职 汽车修理工、钳工、车工、电工 海尔集团、敏实集团、强能公司、驰宏矿业、呼伦贝尔利丰汽车行 3000-6000 95%
8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机电工程系 五年制高职 汽车修理工、钳工、车工、电工 海尔集团、敏实集团、强能公司、驰宏矿业、呼伦贝尔利丰汽车行 3000-6000 95%
9 汽车制造与维修 机电工程系 中职 汽车修理工、钳工、车工、电工 海尔集团、敏实集团、强能公司、驰宏矿业、呼伦贝尔利丰汽车行 3000-6000 95%

10 电气自动化技术 机电工程系 高职 电工、机械装调工、钳工 海尔集团、敏实集团、驰宏矿业、厦门天马微电子 3000-6000 95%

11 应用化工技术 化学工程系 高职
化工总控工、尿素加工工、合成氨
生产工、化学检验员、仪器仪表维
修工

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
司、大唐呼伦贝尔化肥有限公司、呼伦贝尔东能化工有限公司 满洲里远东气体有限公司

阜丰 4500 金新 10000 驰宏 4500 大唐 4500 
东能 4500 远东 4000

2016 年 100% 
2017 年 100% 
2018 年 100%

12 食品生物技术 化学工程系 高职
化工总控工、尿素加工工、合成氨
生产工、化学检验员、仪器仪表维
修工

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阜丰 4500
2016 年 84.20% 
2017 无毕业生 
2018 无毕业生

13 旅游管理 商贸旅游系 职业本科 全国导游资格证
呼伦贝尔宾馆、天骄宾馆、北京内蒙古大厦、满洲里口岸旅游集团、天津市职业指导培训中心
华城宾馆

2800-3800 无毕业生

14 物流管理 商贸旅游系 高职
自动条码识别证书、仓储技能证书、
供应链运营证书、客服证书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北京络捷斯特有限责任公司、满洲里产业园
区、沈阳京东

2800-3800
2016 年：100% 
2017 年：100% 
2018 年：100%

15 酒店管理 商贸旅游系 高职 调酒师
呼伦贝尔市中城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市宾馆、呼伦贝尔市天骄宾馆、满洲里口岸套
娃主题酒店、北京内蒙古宾馆、苏州松陵饭店

2800-3800
2016 年：100% 
2017 年：100% 
2018 年：75%

16 旅游管理 商贸旅游系 高职 全国导游资格证
北京内蒙古大厦、满洲里口岸旅游集团、天津市职业指导培训中心华城宾馆、青岛大学国际学
术交流中心

2800-3800
2016 年：100% 
2017 年：100% 
2018 年：93.3%

17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商贸旅游系 高职
海员证、客船船员特殊培训证、
保安意识培训证、基本安全培训证

大连泰格海事服务有限公司 7000-8000 无毕业生

18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商贸旅游系 高职 铁路客服证书、急救证书 商鲲高铁（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经贸学校、
鄂伦春自治旗民
族职业中学

4000-5000 无毕业生

19 空中乘务 商贸旅游系 高职
急救证书、安检证书、
空乘资格证书

北京东方燕翔航空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6000-7000 无毕业生

各专业校企合作订单培养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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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计算机应用技术 信息工程系
高职 

五年制高职中职
计算机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北京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山东（济南博赛网络技术公司）、呼和浩特市（博赛分公司）、嘉兴
司诺投资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天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盛世嘉业

内蒙古经贸学校、
鄂伦春自治旗民
族职业中学

3000-8000 三年平均就业率达 96%

21 计算机网络技术 信息工程系 高职中职 计算机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北京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山东（济南博赛网络技术公司）、呼和浩特市（博赛分公司）、嘉兴
司诺投资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天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盛世嘉业

3000-8000 就业率达 97%

22 电子商务 信息工程系 高职 计算机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北京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山东（济南博赛网络技术公司）、呼和浩特市（博赛分公司）、嘉兴
司诺投资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天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盛世嘉业

3000-8000

无毕业生 
（聘请呼伦贝尔市商务局电
子商务信息中心负责人和当
地电商企业负责人任教）

23 财务管理 经济管理系 高职
助理会计师证、英语等级证、
计算机等级证

顶岗实习采取自主联系与学院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实习单位广泛，各单位人数少签定合作协议
的主要有呼伦贝尔龙晟网络有限公司、呼伦贝尔龙凤集团、呼伦贝尔宾馆、呼伦贝尔鸿发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市协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市五彩草原旅行社有限公司、呼
伦贝尔市百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宏祥物资经贸有限公司等 8 家企业。

4000-5000 2019 年 96% 以上

24 财务管理 经济管理系 五年制高职
助理会计师证、英语等级证、
计算机等级证

   4000-5000 2019 年 96% 以上

25 会计电算化 经济管理系 中职 计算机等级证 3000-4000 2019 年 95% 以上

26 会计 经济管理系 高职
助理会计师证、英语等级证、
计算机等级证

无 无毕业生

27 会计 经济管理系 职业本科
助理会计师证、英语等级证、
计算机等级证

无 无毕业生

28 学前教育 艺术系 高职 保育员中级、普通话证

北京红黄蓝科技教育有限公司、北京优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陈巴尔虎旗宝日希勒幼儿园、陈
旗民族幼儿园、海拉尔区民族幼儿园、鄂温克族自治旗第二民族幼儿园伊敏河镇学前学校、牙
克石市中心幼儿园北京恩乐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陈巴尔虎旗民族幼儿园、美林格教育科技（北
京）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神宝幼儿园、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众诚幼儿园、呼伦
贝尔市特殊教育中心、北京市大兴区春蕾幼儿园、北京春蕾绽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三河市金
色摇篮幼儿园有限公司、海拉尔红黄蓝幼儿园

阿荣旗职业中等
专 业 学 校、 通 辽
市工业职业学校、
鄂伦春自治旗民
族 职 业 中 学、 内
蒙古经贸学校

2000-3000
2017 年 97.78% 
2018 年 98.37% 
2019 年  98.61%

29 蒙医学 蒙医蒙药系 高职 助理医师资格证、保健按摩证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阿拉善盟左旗蒙医医院、
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赤峰市巴林右旗蒙医医院、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蒙医医院、兴安盟蒙医
医院、兴安盟扎赉特旗蒙医医院、兴安盟科右中旗蒙医医院、通辽市蒙医医院、通辽蒙医整骨
医院、库伦旗蒙医医院、陈巴尔虎旗蒙医医院、新巴尔虎右旗蒙医医院

无 2018 年 95%

30 蒙医医疗与蒙药学 蒙医蒙药系 中职 助理医师资格证、保健按摩证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阿拉善盟左旗蒙医医院、
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赤峰市巴林右旗蒙医医院、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蒙医医院、兴安盟蒙医
医院、兴安盟扎赉特旗蒙医医院、兴安盟科右中旗蒙医医院、通辽市蒙医医院、通辽蒙医整骨
医院、库伦旗蒙医医院、陈巴尔虎旗蒙医医院、新巴尔虎右旗蒙医医院

无 100% 升学高职

31 口腔医学技术 蒙医蒙药系 高职 无
洋紫荆口腔器材（北京）有限公司、鼎元牙科科技有限公司（沈阳）、黑龙江鼎元牙科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现代牙科集团、呼伦贝尔健龙义齿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市丹瑞牙科技术
有限公司、内蒙古星贝尔义齿加工有限公司

洋紫荆口腔器材（北京）有限公司：基本工
资 1500+300（饭补 + 活动经费）、鼎元牙
科科技有限公司（沈阳）：800 元黑龙江鼎
元牙科科技有限公司：900 元、深圳现代牙
科集团 2200 元、呼和浩特市丹瑞牙科技术
有限公司 2000-3000、内蒙古星贝尔义齿
加工有限公司 3000、呼伦贝尔健龙义齿加
工有限责任公司 3000-5000

2016 年 85% 
2017 年 88% 
2018 年 90%

32 蒙药学 蒙医蒙药系 高职 执业药师证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阿拉善盟左旗蒙医医院、
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赤峰市巴林右旗蒙医医院、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蒙医医院、兴安盟扎赉
特旗蒙医医院、兴安盟科右中旗蒙医医院

无
2016 年 100% 
2017 年 80% 
2018 年 100%

33 药品生产技术 蒙医蒙药系 高职 执业药师证
联邦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市同致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赤峰市天奇中蒙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通辽泽强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艾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联邦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 3300 元 、同
致药店： 2500、赤峰市天奇中蒙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1500、通辽泽强大药房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2500、艾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4000-5500；

2016 年 93.33% 
2017 年 94.44% 
2018 年 88.89%

34 药学 蒙医蒙药系 高职 执业药师证
联邦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市同致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赤峰市天奇中蒙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通辽泽强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艾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联邦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 3300 元 、同
致药店： 2500、赤峰市天奇中蒙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1500、通辽泽强大药房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2500、艾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4000-5500.

无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