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5月29日 星期五 编辑：梁莹莹 美编：武春虎 校对：于同济今 日 烟 台 城事<<<< C07

驻驻烟烟高高校校发发布布今今年年招招生生““说说明明书书””
考生家长学会看门道，7大重点要注意

6月份将举办
9场专场招聘会

第九届大樱桃节

本周六在回里举办

本报5月28日讯 (通讯员 兆
军 记者 柳斌 ) 记者从烟台
市人力资源市场获悉，6月份将举
办9场专场招聘会，为用人单位和
求职者搭建相互选择的供需服务
平台。

招聘会安排，6月2日烟台市售
后服务暨市场营销人员招聘会；6

月4日烟台市高校毕业生招聘会；6

月9日烟台市专业技能人员招聘
会；6月11日烟台市台商投资企业
招聘会；6月16日烟台市暨高新区
知名企业招聘会；6月18日烟台市
高校毕业生暨实习学生招聘会；6

月23日烟台市暨莱山区知名企业
招聘会；6月25日烟台市工商贸易
企业招聘会；6月30日烟台市知名
企业招聘会。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李静)

记者从福山区回里镇政府了解
到，由烟台市旅游局、福山区人民
政府指导，福山区文化旅游局、回
里镇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烟台第
九届大樱桃节于30日(本周六)在回
里善疃盛大开幕。

活动当天将推出丰富多彩的
表演节目，下午1点30分到5点，还
有激情大闯关栏目。大樱桃节期
间，福山区文化旅游局将举办“樱
为有你”手机摄影大赛。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 28日，记者从驻烟高校武装
部获悉，大学生直招士官报名开
始，应届毕业大学生可以登录全
国征兵网选择“直招士官报名”窗
口，报名时间截至 2 0 1 5年 6月 1 5

日。报名人员因招收员额限制未
被录取的，仍然可以参加义务兵
征集。

直招士官对象为普通高校(大
专以上学历)应届、往届毕业生，所
学专业符合部队需要，可通过全国
征兵网进行专业查询，未婚年龄不
超过24周岁(截至当年7月31日)。

大学生直招士官

报名开始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李
楠楠) 28日，烟台高校陆续发
布了今年的招生章程，考生和
家长只要研读好这些高校的招
生“说明书”，就能理解录取规
则，扬长避短，更合理地填报高
考志愿。

28日，烟大、鲁大、滨医、山
工商以及烟职等驻烟14所高校
陆续发布今年的招生章程，可
以说高校招生章程就是高校招
生“说明书”。作为考生和家长，
招生章程应该怎么看？要注意
哪些部分？据教育部阳光高考
平台专家介绍，看高校的招生
章程，至少有七点不能忽视：看
高校情况，搞清分校或校区；看
加分政策；看投档比例；看非一
志愿录取方法；看专业录取原
则；看单科成绩要求；看身体条
件及其他要求。

专业录取的规则方面，需
要家长特别留意。专业录取主
要有专业优先、分数优先、专业
级差三种方式。如烟大对于达
到录取资格的进档考生，在学
校最低录取分数线以上，按照

“专业清”原则确定录取专业；
当某考生所有专业志愿均不能
满足时，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
将随机调剂到录取计划未满的
专业，不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
将予以退档；当某考生所有专
业志愿均不能满足，且录取额
满无法调剂时，将予以退档；对
不符合国家及各省级招生主管
部门规定录取资格的考生不予
录取。

鲁大按照“分数优先、遵循
志愿”的原则进行录取，根据投
档分和考生专业志愿依次安排
专业。当投档分无法满足专业
志愿时，若考生服从专业调剂，
则根据投档分从高分到低分依
次调剂到招生计划尚未完成的
专业；若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
则作退档处理。对于投档分相

同的考生，若所在生源省(自治
区、直辖市)规定了位次确定原
则，从其规定；若未规定位次确
定原则，文科依次按语文、文科综
合、外语、数学单科成绩排序确
定位次，理科依次按数学、理科
综合、外语、语文单科成绩排序
确定位次，成绩高者位次在前。

山工商优先满足本校第一
志愿上线考生，根据考生考试
成绩和专业志愿顺序，按照“分
数优先”原则，从高分到低分择
优录取。此外，还有高校按专业
志愿分数级差进行录取。即第
一至第二专业志愿、第二至第
三专业志愿，分别扣减级差3

分、2分，第三至以后专业志愿，
不再扣减专业级差分。

关于加分政策方面，今年
按照规定，2015年1月1日前获
得省级优秀学生称号的应届高
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在其
高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5

分投档，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
录取。2015年1月1日前受省、市
人民政府表彰或受省综治委表

彰的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见义勇
为的应届毕业生，高考成绩总
分低于高校调档分数线5分之
内的，可以向高校投档，由高校
审查决定是否录取。

高考听力放音不清晰可申请重播
今年高考重新恢复高考

听力，针对去年外地高考考场
曾出现过听力考试放音不清
的问题，今年省招考院对听力
考试做了重点部署，听力考试
出现无声或放音不清晰，要启
用备用光盘或磁带，重新从头
播放。

根据省招考院的要求，听

力考试进行过程中，如果听力
光盘或磁带无声或听不清楚，
监考老师将记录下出现问题时
的题目，及时请示考点主考启
用备用听力光盘或磁带，重新
从头播放。重新播放时，应从出
现问题的前一道题开始播放，
主考要将情况及时逐级上报。
如是设备故障原因，应记录出

现问题的时间点及题目，并及
时换用备用设备或对原有设备
进行抢修，继续播放。如短时间
内无法正常放音，应迅即先进
行其他部分考试，同时积极排
除故障，待其他部分考试结束
后(考生不得离开考场)，立即
继续进行听力部分考试。并在
听力考试前请示省招考院批准

顺延考试结束时间。继续播放
时，应从出现问题的前一道题
开始播放，主考要将情况及时
逐级上报。

听力考试进行中，因自然
现象或无法预计的因素造成考
试受到影响，参照以上原则处
理。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告告别别晴晴天天，，今今明明两两天天将将开开启启““降降雨雨模模式式””
最高气温25℃左右，出门别忘带把伞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蒋
大伟 ) 连续几日的晴空万
里，让人联想到炎炎夏日马上
便会到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
响，29日下午到30日上午，烟

台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同时南风转北风，气温将有所
下降，未来几日最高气温在
25℃左右。

据烟台气象台24日16时

发布的天气预报，烟台市区及
各县市，29日多云间阴，局部
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沿海
4到5级、内陆3到4级，最高气
温沿海23℃，内陆25℃；30日，

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转
东北风 4到 5级，气温 1 6℃到
25℃；31日，多云转晴，北风转
南风 3到 4级转 4到 5级，气温
13℃到26℃。

““我我们们爷爷俩俩几几十十年年没没说说过过这这么么亲亲的的话话了了””
本报“大悦城·我的爸爸是暖男”活动引起不少市民共鸣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陈
莹) 27日，本报《不想有遗憾，
就和爸爸合个影吧》的报道刊
登后，引起很多市民的共鸣。28

日上午9点多，市民许先生拨通

了本报的热线电话，说出了自
己的感想，“没合影这事，不怨
孩子，他们那时候还小……”

“我们年轻的时候，照相是
件奢侈的事，过年去趟照相馆
照个全家福都是件很高兴的
事。”年逾七十的许先生告诉记
者，自己有一儿一女，他们都已
经四十多岁了，“早上7点多，儿
子看到你们的新闻后说特别感
慨。挺感谢你们，自从孩子大了

以后，我们爷俩已经有几十年
没说过这么亲的话了。”

同样在本报微信里，和爸
爸合影的消息一经推出就转发
了近500条，市民何先生在将该
消息分享后说，身为儿子，自己
不理解父亲，其实不怨父亲，因
为当年父亲忙工作，家里的经济
条件并不宽裕；而自己回到父亲
的身份，也是恍然大悟，发现自
己跟当年的父亲一样，很少与孩

子合影。“只要想起来，一定跟亲
人多拍拍照。”何先生说，有些遗
憾已经产生了，通过本报此次活
动，自己想了很多，以后一定会
尽量减少一些遗憾。

本报“大悦城·我的爸爸是
暖男”活动引起不少市民共鸣，
你有与爸爸的合影吗？本报再次
向大家征集“从小到大与爸爸的
合影”，这不是一个终点，但这一
定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高考2015

平面咨询汇
本报特推出“高考

2015平面咨询汇”栏目，针
对考生和家长关注高考招
生录取政策等问题，替您
咨询相关院校，相关政策
等。为您顺利考上理想学
校助一臂之力。具体活动
方式为：

短 信 平 台 ：
15063815716；本报新浪微
博：@今日烟台；高考群1：
2 8 7 5 6 0 0 9 1 4 高考群 2：
188731216。欢迎广大考生、
家长、学校关注参与。

新新浪浪微微博博
@@今今日日烟烟台台

今日烟台
官方微信

三种方式

分享父爱故事
1、将你和父亲的故事以

电子邮件的形式告诉我们，参
与“我的爸爸是暖男”评选活
动。

2、将你从小至大与父亲
的合影，以故事的形式发送给
我们。

3、写一封给父亲的信吧，
将你的心里话告诉他。可将信
拍摄成照片，发送给我们。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
路3号润利大厦1603室 陈莹
(收)；也可以发送至电子邮箱
1658945160@qq.com，邮件最后附
上姓名和联系方式。

又是一年高考季

28日，烟台市福山区开展
联村联户心连心活动，包帮张
格庄镇楼子口村的福山区水
利局将24只山羊送到12户生
活困难群众手中，帮助他们脱
贫致富奔小康。

特约摄影 孙文潭 摄
影报道

送山羊

奔小康

我的爸爸是暖男
大大悦悦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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