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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李
楠楠) 28日，二本录取开始。从
烟台参与二本录取的7所高校
投档情况看，院校间的两极分
化较严重，四所公办高校“老二
本”都吃撑了，三所民办或者独
立学院的“老三本”半饱不到直
喊饿。

27日晚9点半，文理类本科
二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一次
填报志愿投档完成。28日一大
早，本报高考QQ群(100699719)

里的考生和家长就开始期待着
省招考院发布二本投档统计
表，“根据录取前公布投档情况
统计表，看看学校的最低投档
线就基本知道自己能否被录取
了。”群里一位家长说。

驻烟高校呈现“冰火两重
天”的局面，其中四所公办本科
院校普通专业一志愿全部投
满，而三所本地民办高校本科
二批一志愿以及相关高校的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则出现大面积
空缺。

烟台的“老二本”院校在全
省高校中遥遥领先，全部爆满。
四所公办高校普通本科最高分
均超过一本线20-50分不等。其
中烟台大学更是一路领先，文
科计划录取439人，投档462人，
最高分596分超过一本28分，最
低分566分仅比一本低2分；理
科计划录取1951人，投档2053

人，最高分6 1 8分超过一本5 6

分；最低分557分。
除了烟台大学外，今年鲁

东大学和山东工商学院以及滨
州医学院等高校普通专业本科
志愿全部投满，顺利完成了招
生计划，投档分数也较为理想，
就连一些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
等高收费专业都录满，而且分
数不低。

其他三所高校中，鲁东大
学文科最高分582分，最低分561

分，理科最高分618分，最低分
544分；山东工商学院文科最高
分588分，最低分548分，理科最
高分586分，最低分525分；滨州

医学院文科最高分570分，最低
分539分，理科最高分616分，最
低分545分。

这些老二本高校录取的最
高分都达到或超过了一本线，
就连最低分也远远超出二本
线。“公办老二本，这些都是大
家认可的牌子，各方面都比较
完善，孩子上这样的学校放
心。”一位家长说。

与公办院校老二本一志愿
“大丰收”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驻烟的民办“老三本”院
校则没有那么幸运，济大泉城
学院、烟大文经学院和烟台南
山学院的提档线“触底”二本线
了，但投档数量差额数量较大，
处于“饥饿”状态。

其中，烟大文经学院文科
差近300个计划，理科差近400个
计划；烟台南山学院文理科仅
投档一半多一点，济大泉城学
院理科还有5 0多个计划没完
成；另外相关高校的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也存在一定缺额。

本报7月28日讯 (记者
李楠楠 ) 28日，山东商务职
业学院招生办副主任张宏岩
老师做客本报高考QQ交流群
(100699719)透露，高考成绩在
380分以上的考生可报考学校
的普通专科专业，二本线下50

分以内的学生可报考“3+2”贯
通培养专业。

据介绍，山东商务职业学
院前身是始建于1975年的山
东省烟台粮食学校，直属山东
粮食局，是目前全省唯一的一
所粮食类高校。学校特色鲜
明，粮食类专业和财会类专业
优势明显，推行订单式培养，
考生进校即就业。从往年多数
年份录取分数看，山东文理科
考生高考成绩在380分以上的
考生可报考学校的普通专科
专业。

“2 0 1 5年招生总计划为
4 6 0 0人，比去年增加了 2 0 0

人。”张宏岩说，录取时，不按
专业划线。凡是报考我院的考
生，我院在录取时充分满足了
考生的第一专业。也就是说，
只要达到最低录取线进来的
考生，录取的全部是第一专
业。

“学院今年开设了粮食工
程专业‘3+2’专本贯通对口培
养招生，学生入学后前三年在
我院学习，后两年进入青岛农
业大学继续学习，获取青岛农
大的本科学历和学位，享受本
科毕业生的相应待遇。”张宏
岩说，“在进入青岛农业大学
学习时，我院和农大会联合组
织考试，这个考试一般的学生
都能通过，除非学生入学后不
好好学习，有不及格情况出
现。3+2的学生正常的话是都
可以直接进入本科学习的。因
为他们是以高考成绩录取进
来的，而且相对成绩较高。”

“这个3+2贯通和专升本
不是一回事。前者直接取得农
业大学的本科证和学位证，后
者是要通过山东省教育厅组
织的专升本考试，通过后方可
进入本科院校学习。”张宏岩
说，按省招生办规定，报考“3+
2”的学生成绩在二本线下50

分以内才有资格报考。
不少考生咨询哪些专业

是比较好的专业，“我们认为
专业并不是以好坏来划分的，
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总体
来讲，如果从性别上来看，比
较适合男生学习的有经管系、
机械系、食品系、信息系、建筑
系等系所开设的专业，比较适
合女生学习的有会计系、经管
系、食品系、信息系、外语系等
系所开设的专业。”张宏岩说，
如果从文理科来看，适合理科
学生学习的有机械系、食品
系、信息系、建筑系等系所开
设的专业，适合文科学生学习
的专业有会计系、经管系、食
品系、信息系、外语系等系所
开设的专业。

“‘3+2’专本贯通志愿填
报随专科生 (8月4日 )一起填
报，占一个院校志愿。既想报
考我院‘3+2’又想报考我院
专科的考生，占了两个院校
志愿。”张宏岩提醒说，“如果
想报3+2的考生，担心录取不
上，就在最后填报两所较好
的专科院校给自己留条路，
防止全部报考‘3+2’志愿，没
有报考专科，一旦落榜后，考
生直接进入专科征集志愿
(即180分没有录满的学校 )，
那时候好的专科全部录满，
没录满的学校分肯定很低，
450分以上的考生和200分左
右的考生在一起，做为前者
来讲，心理上也是不能接受
的。”

380分以上可报考商务职院
二本线下50分以内的学生可报考“3+2”

本报7月28日讯 (记者
李楠楠) 为给学生和家长解
疑答惑，本报29日邀请烟台职
业学院招生办主任王传忠老
师做客本报高考QQ交流群
(100699719)，为广大学生和家
长解疑答惑。家长可咨询问题
范围包括：2015年学校招生计
划、录取分数线、如何填报志
愿、以及学校的相关办学特色
等问题。

烟台职业学院做客本报
高考QQ交流群的时间是14：
00-16：00。在这一时间段内，
欢迎考生家长就关心的问题
进行在线咨询。

在本报“高招汇”期间，
只要有孩子上大学的问题，
即可通过多种方式联系本
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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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活动方式为：
齐鲁晚报高考交流群：

100699719

烟大新生群：454808750

鲁大新生群：464774658

山 工 商 新 生 群 ：
464793842

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学校
关注参与。

今天烟职招办
做客本报高考QQ群

2011年，原本科二批与原
本科三批合并为新的本科二
批。原本科二批院校一般称为

“老二本”，“老二本”是指一般
本科普通院校及专业；原本科
三批院校一般称为“老三本”，
而“老三本”一般指独立学院、
民办院校和部分院校的中外
合作办学本科院校及专业，特
点就是录取线低，收费相对较
贵。

虽然“老三本”在录取批
次中消失了，但考生和家长对

“老三本”高校还是不看好，

“学费高不少，关键是就业的
时候，怕孩子受歧视。”一位家
长说。很多考生和家长宁可上
专科也不选这些“老三本”高
校。

“合并了，看起来我们也
是二本了，但却招不到太多的
学生。”烟台一位民办高校老
师说，“好像我们一直处于‘陪
练’的角色，实际上很受伤。原
来三本有自己的一志愿，也有
征集志愿和服从调剂志愿，考
生有多次选择机会，合并之
后，原三本高校的有效录取机

会是征集志愿和调剂志愿两
次，这必然导致大量调剂进档
的考生为‘不情愿’考生，如此
一来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的
报到率势必大打折扣。”

家长和考生对“老三本”
不“感冒”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上学成本高，独立学院和中外
合作办学每年的学费少则几
千，多则几万，这让多数普通
家庭难以承受；而另一个原因
是很多家长对中外合作办学
或独立学院缺乏了解和信任。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考生对“老三本”不感冒，民办高校很“受伤”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李
楠楠) 28日，记者从市教育局
获悉，2015年莱阳市教育类事
业单位拟面向社会补充招聘工
作人员54名，8月6日开始报名。

此次招考2015年国家统招
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不
受年龄限制，报名采取现场报
名的方式，应聘人员每人限报

一个岗位。报名时间：8月6日-8

月8日。报名地点：莱阳市教育
体育局(莱阳市梅花街57号)平
房会议室。

招聘考试采取笔试和面试
相结合的方式，笔试成绩、面试
成绩、考试总成绩均采用百分
制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数，尾数四舍五入。笔试考试内

容为公共基础知识和教学基础
知识(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知识
和专业知识)两部分，分别占整
个试题分数的30%和70%，笔试
时间以笔试准考证为准。

面试主要考察应聘者的职
业道德、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
面试采用讲课、说课等方式进
行。

莱莱阳阳补补充充招招考考5544名名教教师师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李
楠楠) 28日，记者从驻烟高校
获悉，今年秋季开学起校企合
作办学专业每生每学年8 0 0 0

元。具体学费标准可根据不同
合作形式、不同专业、办学质量
以及招生计划完成等情况上下
浮动，上下浮动幅度一般不超
过30%。这意味着，校企合作办
学每学年的学费最高不得超过
10400元。

校企合作办学项目坚持

财政、学校及企业投入为主，
适当收费的原则。按照合理补
偿成本的原则核定学费指导
标准为：每生每学年8000元。具
体学费标准可根据不同合作
形式、不同专业、办学质量以
及招生计划完成等情况上下
浮动，上下浮动幅度一般不超
过30%。政策自2015年秋季开
学起执行，有效期至2018年秋
季开学前。

今后将加强校企合作办学

收费管理，高校招生前应在招
生简章中公示校企合作专业名
称和招生计划，并按有关规定
进行收费公示。

校企合作办学学费标准实
行审批管理。高校应在每年4月
1日前，在规定的标准和浮动幅
度内提出具体收费标准，报省
物价、财政、教育部门审批后执
行。未按时申报的，当年不予审
批。高校变更合作企业的，应及
时重新报批。

烟烟台台高高校校校校企企办办学学学学费费将将限限价价

多知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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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公公办办高高校校二二本本招招生生““爆爆满满””
本科最高分至少超一本线20分，而三所民办或独立学院直喊饿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石振东 ) 29

日，芝罘区2015年义务教育段
学校学区范围公布，家长可登
录芝罘教育网(www.zfjy.cn)查
询。

据了解，2015年芝罘区籍
小学新生入学报名时间确定
为8月1日-8月3日。本区户籍的
家长可根据各学校张贴通知

要求，携带孩子，持适龄儿童
及法定监护人户口簿、房产
证、健康体检表、计划免疫证
和预防接种完成证明等相关
证件到学区所在学校联系报
名。

需要注意的是，芝罘区适
龄儿童的健康体检须到芝罘区
县级以上医院或已取得学生健
康查体资质的医院查体，已在

幼儿园体检过的入学新生，芝
罘区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
体检报告均有效，无需重复检
查。

非芝罘区籍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小学入学报名前期已经完
成，将由教体局根据本区户籍
适龄儿童少年报名情况进行统
筹安排，并在8月10日之前发放
入学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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