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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尹明亮

综合评价招生
规模增加50%

在青岛大学，2017年综合
评价招生报名时间比其他几
所试点院放得更宽松一些，对
于招办主任解涛来说，他期待
着有更多优秀的学生报名参
加。与去年第一年试点相比，
今年青岛大学的综合评价招
生规模为150人，增加了50%，

“通过第一年的实践发现，综
合评价招生所招来的学生的
学业状况总体上要比预期好
很多。”解涛介绍。

在试点的第二年，招生规
模有着这么大幅的增加，解涛
有着一份自信，“增加并不是
盲目的，在制定今年的计划之
前，学校曾对去年的100名综
合评价招生招来的学生做过
调查，整体情况都比较好。”根
据青岛大学对这100个学生的
调查数据来看，去年的100个
学生中，只有9%的学生高考
成绩达到了他所就读专业的
最低录取分数。这就意味，如
果是在普通高考招生中，有
91%学生单凭借高考分数是无
法被所在的专业录取的。

“有的学生虽然读的是一
本专业，但其高考分数比所在
专业的最低高考录取分数要
低52分，正常情况下甚至进不
了青岛大学二本的专业。”解
涛介绍，尽管如此，经过一个
学期的学习后，这些学生中，
51%的学生成绩位列所在整个
大专业的前30%，都获得了奖
学金，78%的学生在大专业的
排名是前50%。

“这意味着这批孩子的学
习能力一点不比一本普通类
录取的学生差，反而更强。综
合评价招生让学科和专业真
正选拔到了自己想要的学生，
这些学生在大学里把偏科的
包袱抛掉，结合自己的兴趣点
充分发挥出了自己的潜力。”
解涛介绍，以上调查数据的支
撑促使他们在2017年增加了
综合评价招生的招生计划，

“综合评价招生也改变着大家
对人才评价标准的看法，创新
潜质和学科特长应该是一个
重要的标准，分类选拔、多元
录取，真正将一批有潜质的孩
子选拔出来了，这是综合评价

招生的优势。”解涛介绍，他也
曾了解过在浙江已经实施几
年的与综合评价招生类似的

“三位一体招生。”“有充分的
数据在支撑这样的结论，这批
孩子的考研情况、综合素质表
现情况、就业质量情况都明显
高于普通录取的学生。”

打破专业壁垒
组建六个创新实验班

在青岛大学今年的综合
评价招生中，最大的变化便是
培养模式的改变，“针对不一
样的学生，就要制定不一样的
培养模式。对新一批学生将通
过破壁、拆墙、交叉等方式，打
破学科界限和壁垒，实现跨学
课交叉培养，由去年的混合编
班、统一培养的模式转变为今
年的独立成班、个性培养的模
式。”解涛介绍，去年的100个
学生分散在24个专业中，经过
一年的试点后，将把所涉及的
专业减少到14个，并设置6个
跨专业或跨学科的创新实验

班，每个班20到30个人，学生
报考时只能选择一个创新实
验班来报考。

“六个创新实验班，每个
都涉及二到四个专业或方向，
实现了对学生的跨学科交叉
培养。”解涛说，在这六个创新
实验班中，人文科学类创新实
验班融含了历史学、哲学、经
济学三个专业；语言大数据创
新实验班以英语为基础、融入
了计算机大数据技术相关的
课程；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实验
班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
基础，融入了电子商务实践；
电子信息类创新实验班，打破
了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
信息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
程、通信工程四个专业分别培
养的模式，依托电子信息工程
这一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师
计划项目，实现了不同专业的
学生在同一个平台上的培养，
在完成大二的课程之后，在大
三再完成专业分流，专业分流
将完全尊重学生的选择权；软
件工程类创新实验班的模式

与电子信息类创新实验班的
模式相似。至于华大基因创新
实验班，解涛介绍，这将是这
个专业首次通过综合评价招
生的模式招生，在这个实验
班，依托生物技术专业，突出
了多方向、跨学科、国际化加
多元化的培养特色，目的是培
养跨基因组学研究方面的领
军人才。

解涛介绍，对于2017年综
合评价招生的六个创新实验
班，青岛大学将在教学资源方
面有一定的倾斜，“比如实行
学业导师制，每个学生都可能
配一个学业导师或社会导师。
拿人文科学类创新实验班来
说，全部学生在入学初即配备
学业导师，导师全部由具有高
级职称或博士学位教师担任，
由社会知名人士、企业家担任
兼职实践导师，学生在导师指
导下开展研究性学习与创新
创业活动。”

参加综合评价招生
特长比全A更重要

在青岛大学综合评价招
生的简章中，对学生的报名条
件要求依然是两种，第一种是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六门是A，
其余四门是B等以上，同时在
学科竞赛、科技创新以及语言
特长类的大赛中获得一定奖
项，另一种则是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10门全A。

“条件变化不大，但在学
校招生的偏重点上将会与去
年有所区别。”解涛介绍，在去
年的第一年试点中，更偏重于
学业水平考试全部是A的学
生，但今年将更侧重于在某一
方面有着特殊的创新潜质和
学科特长的学生。解涛说，在
今年，从报名到面试的组织，
都将体现对学生创新潜质和
学科特长的考察。“这也与创
新实验班培养模式的改变一
脉相乘。”

在今年青岛大学综合评
价招生报名中，额外增加了一
项需提交的材料，叫做开放性
笔试论文。“学生要报名得先
写论文。”解涛说，每个实验班
都列了两到三个开放性题目，
考生要在网上提交论文，学生
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知识的掌
握或对未来学科发展的判断
来写自己的观点，专家会考察
论文创新点。

与报名条件的变化相一
致，今年青岛大学综合评价招
生的面试环节也进行了改变，
与去年面试不分文理、统一面
试不一样，今年每一个实验班
都将有不同的专家分别来面
试，“每一个班的专家构成是
不一样的，比如人文科学类创
新实验班，涉及三个专业，三
个方面的专家都要安排。每个
班都会提出对面试学生要考
察的具体的点，做到更有针对
性地选人，给每个班选择更适
合的学生。”解涛说，每个实验
班都会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
行培养，所以六个班对学生所
要具备的特长和创新潜质都
做了具体的要求，不是泛泛
的，“所以也希望学生在综合
评价招生报名时要慎重选择，
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
创新实验班。”

普通招生中
半数专业将按大类招

“综合评价招生的改变是
整个2017年高考招生模式变
化的一方面，作为一流本科教
学改革的一部分，在普通类高
考招生中今年也将有很大的
改变。”解涛介绍，2017年青岛
大学招生计划在8300人左右，
比去年减少了500人，减少的
计划主要是中外合作办学方
面的招生，普通类招生总体规
模变化不大。

解涛介绍，在今年的高考
招生中，对部分专业做了一些
调整，有四个专业新增加了招
生计划，新闻传播学类增加了
面向理科的招生，临床医学5+
3增加了眼科方向的招生，标
准化工程和无机非金属材料
是新增的专业。除此之外，在
药学、医学影像、金融学类、会
计学类、临床医学、口腔医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生物科学等
专业，理科招生规模增加得较
多。在会计学类、工商管理类、
经济与贸易类、金融学类、英
语、哲学、旅游管理等专业，文
科招生增加幅度比较大。

“今年最大的改变将是实
行“专业+专业类”招生模式，
2017年有近一半专业都将被
分到 1 8组专业类中，按类招
生，另外52个专业则继续以专
业模式招生，随着学校“通识
教育+专业教育+多元”和“通
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为特
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进
一步深化，学校将继续整合专
业类，加强通识教育，践行“以
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个性发
展”的教育理念。解涛介绍，在
这18个专业类中包含了计算
机、电子、经济、金融、数理化、
材料、管理等专业组合。“招生
是人才培养的前端，是人才培
养的重要一环，招生模式的变
化也正是基于培养一流人才
的需要。”解涛说，在他们针对
大一新生的调查中，有大概
85%的学生对所学的专业根本
就不了解。“在新的招生模式
下，学生进入学校后接受为期
一到两年的通识教育培养，后
期再进行专业分流，给学生一
个熟悉学科、了解专业的过
程，也更有利于学生根据个人
的兴趣和特长规划学业生涯
发展方案和未来职业生涯发
展方案。”

今今年年半半数数专专业业将将按按大大类类招招生生
青岛大学招办主任解涛：为“综招”学生组建六个创新实验班

随着山东省2017年普通本
科高校综合评价招生（简称“综
招”）试点的开始，又到了一年
高考招生季。经过了一年的试
点，走进第二年的综合评价招
生有什么新的变化，在本科一
批、二批合并批次录取的背景
下，学校招生政策又有些什么
新的变动？近日，青岛大学招生
办主任解涛接受本报记者专
访，作为一流本科教学改革的
前端，青岛大学新一年的招生
政策也有不少新的变化。

招办主任在线

青岛大学招办主任解涛。

■2017融媒高招会

4月25日8:00—5月15日16:00

初试合格名单公示：5月20日

初试合格考生网上确认、准考证打印：5月25日-6月13日

综合测试报到：6月17日13:00-17:00

学校综合测试：6月18日8：00、12：30

入围名单公示及成绩查询：6月22日起

网上报名：

综合评价总成绩(满分750分)=学业水平考试折算成绩

×0 . 75(满分75分)+综合素质测试成绩(满分225分)+高考文化

总分×0 . 6(满分450分)

学业水平考试折算标准：A等计10分，B等计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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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综合评价招生重要时间安排

综合评价成绩计算办法

综合评价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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