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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立伟

合并批次录取
考生要提前做好准备

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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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山东省2017年填报
志愿时间安排，6月28日填报
夏季高考艺术类本科提前
批、文理类本科提前批首次
志愿，高水平运动员志愿，春
季高考本科提前录取志愿，
民航飞行技术本科专业志
愿；7月5-6日，填报文理类
本科普通批（含地方农村专
项计划）、艺术类本科普通
批、体育类本科、春季高考
本科首次志愿，填报自主招
生批（含高校专项计划）志
愿。

在可以填报的学校数量
方面，本科批首次志愿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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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今
年的本科普通批，加起来共
有34个志愿院校的机会。而
考生需要在7月5日本科志愿
首次填报之前，高考成绩出
来之后（往年是6月25日之前
出高考成绩），准备好12所志
愿院校。

跟去年不同，今年本科
批次合并后，没有了本科二
批的填报志愿时间，而是将
所有本科普通批的首次志愿
放在7月5日-6日两天，时间
相对紧张，考生要做好充足
的准备。

根据我省高考综合改革
方案,今年秋季入学的高中
学生，2020年参加高考时将
采取专业优先的志愿填报方
式，高考志愿填报将由“学校
+专业”改为“专业(类)+学
校”形式，鼓励孩子的个性发
展，高校也可以招到适合本
专业的学生。按照省教育厅
2017年的工作要点通知，今
年所有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
都要试行选课走班，没有商
量的余地。

启用手机验证码
招录期间一直有效

在今年的报名工作中,
省招考院进一步强化系统验
证方式,有效防止考生账号
泄密和志愿信息被篡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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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日开始打印准考
证，大部分考生已经获得了
属于自己的手机验证码。考
生自行发送短信验证密码只
能自己发送一次，系统只要
发送成功，不论考生是否收
到都提示已经发送，若无法
收到需要联系区市招考办协
助解决。

考生和家长一定注意，
该短信验证密码2017年招生
录取期间一直有效，即填报
志愿也需使用该短信验证密
码。因此，提醒考生务必妥善
保留好此条短信，不要删除，
也不要向其他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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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类学生
有保送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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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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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送生招生方面，2017
年，省级优秀学生、中学生学
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
成员、部分外国语中学推荐优
秀学生、公安英烈子女、退役
运动员等5类人员仍具备高校
保送资格。高校均可从上述5
类人员中招收保送生，其中公
安英烈子女按有关规定只能
保送至公安类院校。

本本科科普普通通批批志志愿愿77月月55日日开开始始填填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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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泪洒洒““最最后后一一课课””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飞

说好只笑不哭
最后还是没忍住

“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
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4
日，省实验中学的校园里，空气
中弥漫了离别的味道。这天是
高三毕业生离校的日子，也是
他们高中生涯的“最后一课”。

10点，最后一课拉开帷幕，
班主任吕秀亭老师成了台下的
学生，姜皓和王小田两名同学
则作为主持人登台。伴着大屏
幕上播放的高一时的升旗仪式
视频，全班同学起立高唱国歌。

军训、合唱节、体育节、拔
河比赛、包水饺、运动会、元旦
晚会……一段囊括了高中三年
点点滴滴的PPT，唤起了同学们
的青春记忆。看着昨日的自己
和同学，台下笑声、掌声不断。

“今天的我们，只笑不哭。”
一名男生上台分享三年高中生
活的所感所想时说。但当家长
代表现场给全体同学送祝福、
化学老师蔡秋娟做最后一次的

叮咛时，还是有不少学生眼圈
泛红。

“我挚爱的2014级（1）班的
同学们，你们好。”班主任吕秀
亭拿着写好的毕业寄语站到讲
台上，刚念了一句，就哽咽起
来，泪水一下子打湿了眼眶。

“三年前的盛夏，缘分让我们选
择了彼此，我的孩子，你可曾想
到，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给予
了老师多少幸福与感动……”

不足千字的发言稿，吕秀
亭数度哽咽，掩面而泣。一名男
生跑上讲台，给老师递上纸巾。
而台下不少学生也流下了不舍
的泪水。

给学生派发红包
7 . 5元寓意750分

“分别的日子不期而至，虽
然老师是如此的不舍……谢谢
你们，我的孩子，老师永远爱你
们！”班主任吕秀亭动情地说。

为了让这份师生情永远留
存，吕秀亭将高中三年班级里
获得的19面锦旗从教室后排摘
了下来，作为纪念品送给学生，
让他们永久珍藏。

当两名小学五年级女生来
到教室，给全班54名同学派发
现金红包时，最后一课的气氛
达到了高潮。原来，这两名女孩
分别是班主任吕秀亭和化学老
师蔡秋娟的女儿，她们特意扮
成“送分童子”，代表老师表达
祝福。

“每个红包里装了7 . 5元的
现金，正好是750分钱，祝愿同
学们在高考中考出750分满分
的好成绩。”吕秀亭告诉齐鲁晚
报记者。

最后时刻的“suprise”让同
学们激动不已，他们手拿红包
和老师合影留念。“世间所有的
爱，都是为了相聚，可父母的爱
纵然深厚、老师的爱纵然真挚，
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分离！但
我们无须伤感、无须不舍，因为
只有分离，才让你走得更远，飞
得更高，我们的爱才更显深远
与无私！”吕秀亭寄语同学们。

“有一种相聚叫离别，有一
种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杜
新珂同学在留言簿上写道。“不
忘彼此，不负青春，高考必胜，
爱你们。”马骏同学的话说出了
大家的心声。

助助寒寒门门学学子子上上大大学学，，邀邀您您一一起起参参与与
本报济南6月4日讯（记者

尹明亮） 高考临近，齐鲁晚
报与浙江利群阳光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发起的2017利群阳光助
学活动也已启动，我们希望能
有更多的爱心企业和人士参与
到助学活动中来，与我们一道
帮那些考上大学、家境困难的
孩子一把，助他们顺利走进大
学校园。

高考结束后，我们的助学
直通车将走向全省各地，实地
探访核实寒门学子情况。如果
您有资助意愿，我们可以把实
地探访过的寒门学子介绍给
您，您也可以随我们一起去探

访这些寒门学子。您可拨打热
线 0 5 3 1 - 8 5 1 9 6 7 7 1、0 5 3 1 -
85193855，或关注“山东高考直
通车”微信公众号（微信号：
sdgkztc），把您的资助意愿和要
求告诉我们。

利群阳光助学活动细则：
1、资助人数:100名“阳光学

子”。2、资助形式 :一次性资助
每名“阳光学子”助学金5000
元。3、报名条件：品学兼优、家
庭贫困的今年高考本科录取新
生(不含免学费专业)，原则上
不与其他公益活动重复资助同
一名学子。4、提供资料：(1)申请
书1份(可使用普通信纸书写，

另附1张1寸近照，可登录网址
http://special.qlwb.com.cn/zt/
170512/#g929078=1下载)；(2)身
份证复印件1份；(3)贫困证明1
份，由户籍(或暂住地)所在村
委会(社区居委会)或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具近一年
的家庭贫困情况证明；(4)高考
录取通知书复印件1份(可在通
知书到达后补交)。5、可邮寄快
递或挂号信到以下地址 :济南
市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厦
齐鲁晚报利群阳光助学行动组
委会，邮编250014，具体情况可
拨打本报电话0531-85193855咨
询。

4日上午，省实验中学高三（1）班，班主任吕秀亭数度哽咽，掩面而泣。一名男生跑上讲台，给吕秀亭递上纸巾。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6月4日，距离高考还有三天，也是高三毕业生高中阶段的“最后一课”。离别在即，说好只
笑不哭，很多人最后还是没忍住。

在山东省实验中学，高三（1）班班主任给全班学生派发现金红包，每人7 . 5元，寓意高考
考750分。班主任还将三年来班级获得的锦旗作为纪念品发给学生，让他们永久珍藏。

近日，今年我省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出炉，6月28日填报夏
季高考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文理类本科提前批首次志愿，高水
平运动员志愿，春季高考本科提前录取志愿，民航飞行技术本
科专业志愿；7月5日-6日，填报本科普通批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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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志愿数量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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