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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77山山东东融融媒媒高高招招会会等等你你来来
超三百家高校招办负责人“线上+线下”为考生答疑解惑

本报济南5月25日讯(记者
郭立伟) 距离2017年高考仅
有十来天了！眼下，高三学子正
在埋头攻读向心仪的大学冲
刺。通常情况下，6月24日将公
布高考成绩。但公布高考成绩
并不是高考的结束，俗话说“考
得好不如报得好”，对于考生和
家长来说，选择一所心仪的高
校和一个满意的专业是一场更
加重要的“考试”。

从2003年开始，齐鲁晚报
已经连续举办14届山东高考招
生咨询会，这也是山东省内影
响最大、最具权威性的高考招
生咨询会。2017年高考马上开
始，不少家长和考生都已开始
拨打本报电话，咨询今年的高
考政策以及高招会相关情况，
希望与高校招办主任面对面，
及时了解不同院校的招生计划
和办学特色。

记者了解到，2017年第十
五届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将如
期举办，同时地方场次还有所
增加。除了济南外，高招会还将
在济宁、临沂、聊城、滨州、淄博
举办地方场，方便各地市的考
生家长咨询。

与往年一样，包括985、211
高校，以及省内重点本科院校
在内的三四百所高校及留学机

构招生负责人到现场，就今年
的高考政策、志愿填报等问题
为考生进行详细、准确的解答。
记者从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组
委会了解到，为了给院校和考
生搭建广阔的交流平台，6月25
日是本科综合场，地点仍然在
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6月26
日举办地方场，具体地点确定

后将陆续公布，考生可就近选
择咨询地点。

高招会对所有高考生免费
开放，考生可凭高考准考证入
场。为方便考生找到目标院校，
主办方依旧会对展区进行划
分，将专门开辟985/211名校展
区。

此外，山东高考招生咨询

会展位今年将全面升级，打造
不同风格的展位，方便高校展
示学校特色，让考生和家长更
好地了解高校的办学特色。

今年，我们将对高招会进
行“升级”。除了6月25日举行的
线下高招会，高考结束后，齐鲁
壹点“掌上高招会”将正式上
线，考生可以登录齐鲁壹点

APP，提前获取高校信息、招生
动态等内容。

“掌上高招会”正式启动
后，考生可以在齐鲁壹点APP
进行咨询，本报邀请高校招生
办工作人员做客，第一时间对
问题作出解答。

除了本科招生咨询会，还
将在济南、济宁、临沂、聊城、滨
州、淄博分别举办专科咨询
会，届时省内外实力雄厚的高
职院校将参会，与广大考生进
行交流。

在6月25日高招会现场，我
们仍将设置“高校招办访谈
区”，分时段对高校招办相关
负责人进行现场访谈，招办
主任视频访谈、在线直播同
时举行，访谈内容将同步直
播到齐鲁晚报网、齐鲁壹点
客户端。齐鲁晚报微信公众
号“山东高考直通车 (微信公
众号：s dgk z t c )”也将对访谈
内容进行整合播报。无人机
航拍会跟踪记录这一年一度
的盛况。

展位有限，高校如有意参
展，可与山东省高考招生咨询
会组委会联系，联系电话：0531
-85196190、85196195、85196197、
8 5 1 9 6 5 7 5，传真电话：0 5 3 1 -
85196151。

山东省2017年高考新变化都在这儿了

本本科科合合并并批批次次录录取取，，可可填填报报志志愿愿数数量量增增加加
本报记者 郭立伟

●综合改革新变化：

合并批次录取

加分项目进一步规范

整个夏季高考录取工作分
为五个批次：本科提前批、自主
招生批、本科普通批、专科提前
批、专科(高职)普通批。今年我省
高考录取工作主要有两个变化，
一是原来的本科一批、二批合并
为“本科普通批”，二是将专科提
前批调整到本科普通批之后、专
科普通批之前。

本科一批、二批合并后，同
一录取批次院校数量增多，为使
考生有充分的选择空间，合并后
的本科普通批拟填报3次志愿，
也就是首次志愿和两次征集志
愿，本科普通批首次志愿填报时
间由原来1天增加到2天。

在可以填报的学校数量
方面，首次志愿和第一次征集
志愿各设12个学校志愿，第二
次征集志愿设10个学校志愿，
每个学校仍设6个专业志愿和1
个专业服从调剂志愿；录取过
程中，增加投档次数。如平行
志愿第一轮投档录取结束后，
仍有学校缺额，则采取多轮投
档的办法补充投档。

2015年，山东省发布《山东
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调整
我省高考加分项目的通知》，
决定自2015年1月1日起，取消
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
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
优秀学生、见义勇为和先进劳

模等5个加分项目。此后获得相
关奖项、名次、称号的考生均不
再具备高考加分资格。考生的相
关情况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档案或考生档案，供高校录取时
参考。少数民族考生加分项目执
行至2016年，今年将取消。

保留和完善的加分项目严
格执行国家确定的高考加分项
目，比如烈士子女，自主就业的
退役士兵，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
功(含)以上或被大军区(含)以上
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
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
湾省籍考生，山区、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可以在
一定分数范围内进行加减分投
档，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

●配套改革新特点：

“综招”试点范围扩大

免费医学生计划启动

在配套改革方面，2016年
起山东省开始进行综合评价招
生和免费师范生的培养工作，
今年又启动了免费医学生培养
计划，为考生考入理想大学、选
择人生道路提供了多种途径。

2016年，我省省域内的山
东大学等9所本科高校进行“综
招”试点，安排招生计划754人。
全省报名学生7000余人，报名
数与计划数比例为9:1。当年最
终录取考生629人，基本完成了
预期目标任务。去年9所试点高
校中高考成绩占比为60%的有5
所，占比为50%的有2所，占比为
70%的有2所；校测成绩的占比
在20%-40%之间，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占比在10%-20%之间。

2017年我省将在去年试点
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扩大试点
高校和招生规模。今年的试点
院校中除了省内的9所本科院
校外，省外浙江大学也加入“阵
营”，各高校的招生计划都有所
增加，各学校也在慢慢探索适
合学校办学特色的人才选拔方
式，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从2016年起，用3年时间为
农村培养1万名能胜任多个学
科教学工作的本科层次的免费
师范生。免费师范生在校学习
期间免除学费、住宿费，经考
核，合格毕业生按照协议到乡
村学校任教，有编有岗。2016
年，省教育厅安排山东师范大

学等9所高校招收3000名免费
师范生，涉及11个专业，考生报
名踊跃，投档数与计划数比例
达7:1，理科最高分646分，文科
最高分599分，分别高出本科一
批录取分数线109分、69分。2017
年，我省免费师范生安排招生
计划3000人，试点院校不变。

2017年起，免费医学生培
养计划正式启动，确定山东中
医药大学、滨州医学院、济宁医
学院、潍坊医学院等4所高校承
担免费医学生招生和培养任
务，共安排招生计划600人。其
中，临床医学500人、中医学100
人。考生志愿填报由“专业+定
向就业市”构成，在提前批次录
取。毕业生需要通过山东省
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
名，并且夏季高考成绩不低于
我省首次划定的本科普通批录
取最低控制线。另外，自愿承诺
签订并履行免费医学生协议，
保证毕业后在定向就业乡镇卫
生院工作不少于6年(不含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时间)。凡被录
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其他任何
形式、任何批次的投档录取。

已录取的免费医学生报到
入学前，要与招生高校和定向就
业所在地的市级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签订培养协议，明确三方权
利和义务。免费医学生在校期间
免除学费、住宿费，并给予一定
的生活补助。所需经费由省财政
按每生每年10000元的标准拨付
高校。其中生活补助经费标准为
每生每年4000元，学校按每人每
月(共10个月，寒暑假除外)400元
标准足额发放给免费医学生。

●双重保障更安全：

防篡改启用“密码+手

机短信验证码”保安全

在今年的报名工作中，省
招考院将进一步强化系统验证
方式，有效防止考生账号泄密
和志愿信息被篡改。加强对重
要设备、信息系统和网站的运
行监控和安全监测，大力推动
国产密码的应用，进一步完善
防病毒、防攻击、防篡改、防瘫
痪、防窃密的技术措施，确保信
息系统安全可靠运行。切实做
好考试数据备份，提高系统和
数据恢复能力。

在今年的山东省夏季高考
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到，考生填
报的志愿信息以规定时间内最
后一次填报(修改)为准。考生
凭报名时自己设定的密码和手
机短信验证密码上网确认其填
报的志愿信息，具有法律效力，
无需进行书面签字确认。

考生登录系统时，除输入
个人设定的系统密码外，还需
输入手机短信验证密码进行验
证，有效防止由于考生账号密
码泄露造成志愿信息被篡改。

同时，要求各市教育局加
强对属地中学及教师的管理和
教育。不允许中学代替学生统
一设置报考密码，不允许中学
统计考生成绩，不允许教师接
受考生委托代替填报志愿，不
允许中学和教师干预考生填报
志愿。凡违反规定要求的，一经
发现，由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学
或工作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根据山东省深化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方案，我省自
2017年秋季高中阶段入学新
生开始，启动实施新一轮高
考改革。配合高考改革，今年
已经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
如，本科合并批次录取，填报
志愿数量增加；另外在配套
改革方面，今年综合评价招
生（简称“综招”）试点范围有
所扩大，各个高校的招生计
划也稳步增加，除去年启动
的免费师范生福利外，今年
的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也
为立志于从事基层医疗事业
的学子开辟新途径。同时，在
招录安全方面，山东省今年
启用“密码+手机短信验证
码”的方式，防止信息泄露的
事件再次发生。

往年本报举办的高考招生咨询会吸引大量考生和家长咨询。（资料片）

■2017山东融媒高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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