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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综合合评评价价招招生生出出新新政政
九九高高校校增增加加225577个个计计划划
新增浙江大学在山东试点

本报记者 刘红杰

尊享版定在2999元
小米向高端品转向

小米公司董事长雷军表
示，小米一直以探索黑科技为
己任，外观工艺更是重中之
重。从2014年开始，小米4在业
内率先采用不锈钢边框，开始
了工艺探索之路。此次小米6
是小米手机7年历史上的巅峰
之作，集不锈钢与四曲面玻璃
工艺之大成。

然而小米6的巅峰不止于
工艺。变焦双摄加四轴光学防
抖让小米6的摄影尤其人像有
着更好的表现。国家眼科诊断
与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

业认证显示，小米6的护眼显
示模式，可以降低发生蓝光辐
射损伤的风险，减少屏幕对眼
睛的伤害。据雷军透露，仅屏
幕技术，小米就已获得102项
授权发明专利。

有业内人士指出，小米6
将价格定在了2499元，尊享
版定在2999元，打破了以往
旗舰机1999元的“顶”，高配
置的小米6正在向高端品牌
转向。

要铺千个小米之家
探索新零售模式

发布会上，雷军透露，为
了解决“线上抢不到，线下买
要加价”的问题，小米要发展
小米之家。“一二线城市要铺

1000家小米之家，收入5年内
力争破700亿元。”在此次发布
会上，雷军首次透露小米新零
售代表的小米之家战略目标。

4月8日，小米在北京的第
四家门店在世贸天阶开业，这
也是小米第一次挺进北京核
心商圈，到目前为止，小米线
下店的数量已经达到72家，而
开到这一数字仅仅用了一年
时间。

小米6的背后
是创新基因的传承

小米6的成功发布，背后
是小米不断在工业设计、科技
创新、战略创新等诸多方面不
断积累的成果。

此次小米6采用四轴光学

防抖，一举提升了运动、暗光、
阳光环境下的拍摄效果。还采
用了与IPhone 7 Plus相同的
广角加长焦双摄方案，可以实
现人像模式下单反般的背景
虚化。从小米5发布之后，支持
NFC功能，实现了手机就是公
交卡。推出Mi Pay，实现了手
机就是银行卡。

截止到2017年3月28日，
小米的全球专利授权量已达
4043件，其中国际专利就达到
了1887件。小米对科技创新的
探索，已经开始收获成果，
2016年度，腾讯大数据平台累
计监测智能手机激活量约6 . 6
亿，其中，OPPO、华为、三星、
VIVO、小米分列第一至第五
位，苹果未进入2016年度中国
销量前五名。

本报济南4月19日讯（记者
郭立伟） 19日，山东省教育厅出
台《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本科高
校综合评价招生试点工作的通
知》。2016年，山东省开始在省内9
所院校进行综合评价招生的试点
工作，今年试点院校新增了浙江
大学。

根据通知，2017年确定山东
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青岛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
东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山东
财经大学、浙江大学等10所本科
高校在山东开展综合评价招生试
点。

齐鲁晚报记者从浙江大学招
生办了解到，浙大目前招生计划
和政策还没确定，但据悉，浙大在
山东省的综合评价招生政策，与
山东省内大学差别不大。

试点高校综合评价招生原则
上安排在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的
专业上，综合评价招生计划从试
点高校在山东省的统招计划中安
排，且不能超过在山东省统招计
划的20%。

考生综合成绩由试点高校依
据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和高校考核成绩（含综合素
质评价成绩），按一定比例计算形
成。其中，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
低于50%，其余两项的占比由试
点高校自行确定。

在今年具体的素质测试或面
试中，对参与面试的专家人数做
了进一步细化，其中，在面试考核
中，若设两轮以上测试环节，每个
面试考核专家组须由3人以上组
成；专家组产生和实施过程须由
纪检部门人员现场监督，并全程
录音、录像。

在志愿填报和录取中，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根据试点高校入
围考生名单、考生志愿及该校投
档控制分数线，分试点高校一次
性全部投档，由试点高校根据相
关招生计划及考生综合成绩，由
高分到低分择优确定预录取名
单。由于今年本科合并批次录
取，综合评价招生的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按高考成绩由试点高
校自行确定，但不得低于我省首
次划定的本科普通批录取控制
分数线。

在时间要求上，要求今年综
合评价招生报名工作须于5月15
日前完成，5月20日前，在教育部
阳光高考信息公开平台公示通过
初审入围学校考核的名单；学校
考核后，按照不超过招生计划1:5
的比例确定入围学生名单，于6月
22日前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公
开平台进行公示。

小小米米66来来了了，，目目标标定定位位高高端端
汇聚小米创立来最多创新技术

4月19日，小米公司在
北京发布了最新旗舰手机
小米6，其所搭载的骁龙
835也是首次在中国市场
亮相。作为一款汇聚小米
创立7年来最多创新技术
的旗舰手机，小米6发布被
外界认为小米意图向外界
展示自身的创新硬实力，
堪称小米发展历史上的里
程碑事件。

原原来来看看重重分分数数，，今今年年看看重重排排名名
本报记者 郭立伟
实习生 陈诗佳

学业等级考试
多校门槛有变

在招生计划和专业方面，
除山东大学、山东科技大学之
外，其他所有院校的招生计划
基本都是增加，今年9所省内
高校计划招收1011人，而去年
是754人（具体招生计划变化
见上图）。

去年4所部属高校没有招
满，主要与其录取门槛较高有
关。部属高校今年几乎都降低
了对学业等级考试或平时成
绩排名的要求。中国海洋大学
去年要求高中阶段年级综合
排名位列前5%，今年已经无
此项要求。中国石油大学要求
高中三年每学期期末学业成

绩综合排名位于年级前10%，
去年是5%。

总体而言，部分省属院校
对学业水平测试的要求在提
高。如青岛大学去年得到8个A
即可报名，今年必须是全A。但
是，在计算综合评价分数时，
部分省属院校的学业水平测
试的比例在降低。在青岛科技
大学的计算方法中，学业水平
测试的比例降低了5%，并且
取消了书面材料评审中的学
业水平测试成绩。

一批录取线消失
对招生产生影响

今年本科一批次录取分
数控制线“消失”，对各个高校
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办法也
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部属
高校，由原来对“线”的要求改
为对“排名”的要求。

山大去年就要求，获得资
格的考生高考成绩必须位于
山东省普通高校文科考生前
3000名或理科考生前10000
名，今年这一变化没变。不过
去年提到的“被我校综合评价
录取考生不再参加其他学校
志愿填报及录取”，今年在招
生简章中没有体现。

中国石油大学（华北），今
年要求考生高考成绩省内排名
必须位于2017年理科生前20000
名或文科生前6000名，去年只
是要求学生的高考成绩不得低
于山东省相应科类本科一批次
录取分数控制线。中国海洋大
学入围考生投档成绩（含附加
分）须达到2017年山东省普通
高校文科考生前6000名或理科
考生前30000名成绩标准，去年
也是只要求投档成绩达到山东
省本科一批控制线。

山东师范大学今年要求

高考成绩必须达到山东省自
主招生最低控制参考线。

考核方面有调整
更重视综合素质

山大去年考核以面试为
主，今年将视报名人数采用

“笔试+面试”或只采用面试方
式考核，重点考查学生的科学
精神、创新素质及综合素养。
中国石油大学去年校考采取
笔试形式，今年校考采取面试
方式，面试分为文科组和理科
组两类，每组5名面试专家，主
要考查学生的学业水平、综合
素质、心理健康等。哈工大去
年通过初审的考生须参加本
校统一组织的综合能力测试，
形式为笔试和面试，今年改为
面试，面试主要考核考生逻辑
思维、人文素养、表达能力及
创新意识等综合素质。

葛解读变化

山东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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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省教育厅公布了2017年普通本科高校综合评价招生试点工作的通知，
省内的9所试点院校也发布了招生简章。跟去年相比，各个院校的招生计划略有
调整，省属院校增加幅度较大。另外，对学业水平考试的等级要求上，部属院校降
低了门槛。

2016年、2017年山东省内9所综合评价试点院校招生计划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