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6月17日讯(记者 尹

明亮)离高考成绩的出炉越来越近

了，想好报考什么大学了吗？2018
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将于6月25
日在位于济南市高新区的济南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了解到，包

括985/211高校、军事院校、省内外

重点高校等300余所大学届时将在

现场解答考生们的报考疑问。
2018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是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委托齐鲁

晚报和《现代教育》杂志社联合主

办的，是山东唯一的官方指定高招

会。

在985/211高校方面，作为唯

一一所在山东开展综合评价招生

的省外985/211高校浙江大学，早

早就已经预定了展位，此外复旦大

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大

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等数十所985/211高校都已经

定好展位，届时，在济南国际会展

中心，将专门为985/211高校设立

展区，方便考生集中咨询。

军事院校集中参展是2018年
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的一个突出

特点，6月25日于济南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的高招会也是全国军事院

校在山东唯一的一次集中接受考

生咨询的机会。截至目前，在山

东招生的26所军事院校中，海军

航空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航天工程大学、陆军工程大学、

陆军步兵学院、陆军装甲兵学

院、陆军军事交通学院、海军工

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陆军边

海防学院、空军工程大学、信息

工程大学、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等

高校都已经确定参展。

在此次高招会上，包括山东财

经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

东农业大学等省属重点高校在内

的省内几乎所有本专科院校招生

负责人都会亲赴现场。现场的招办

主任宣讲环节，也将有各个高校的

招办主任与考生和家长面对面交

流。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也将安

排上百位志愿填报专家给考生提

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省外高校

也都将参加此次展会，对于想了解

更多省外普通高校情况的考生来

说，这是最好的机会。对于想接受

国际化高等教育的考生来说，澳门

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参展的

中国港澳高校以及温州肯恩大学、

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

等最具代表性的中外合作办学高

校届时也可以面对面交流。

从6月26日起，山东高考招生

咨询会还将在青岛、济宁、枣庄举

行，此外，26日在滨州、淄博、临沂、

聊城，27日在烟台，齐鲁晚报也将

举办本科综合场高招会。

本报济南6月17日讯 (记者

尹明亮 通讯员 张家雷

宋鹏)2018年，26所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院校在山东省招收普通

高中毕业生888人，要报考军校

需要做哪些准备？山东省军区

招生办负责人近日专门针对考

生关心的问题做了解答。
2018年，全国26所军事类院

校在山东招生888人，其中男生
828人，女生54人，陆军工程大学

全国人防定向生 6人 (男女不

限 )，均为本科层次，招生计划

总数仍是全国最多省份。根据

安排，军事院校志愿在提前批

次中填报，不过与其他院招考

不同，想要报考军事类院校可

不能坐等分数出来后再填报，

至少现在就得先去报名参加政

治考核了。

根据安排，军校报考要分

四步走。第一步就是参加政治

考核。高考结束后，有意愿报考

军校考生，要到报考所在地人

武部报名参加政治考核，中学

生可到中学所在地县(市、区)武

装部报名领取《政治考核表》并

参加政治考核。第二步是填报

志愿。根据安排，军事院校为提

前批次录取，今年山东省提前

批次填报志愿的时间为6月28

日，考生可登录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官方网站(www.sdzk.gov.cn)

填报志愿。第三步，确定军检名

单。根据考生填报志愿情况，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按男生1：3(陆

军特种作战学院、海军潜艇学

院、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

院、武警特种警察学院按1：4)、

女生1：5比例划定各个招生院

校参加军检的最低分数线，并

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

统一公布参加军检考生名单和

军检时间地点。第四步，参加军

检。取得军检资格的考生，根据

省军区招生办公室统一计划按

时到承检医院军检，全省共设2

个军检站，具体情况另行通知，

考生可在6月28日后登录省教

育 招 生 部 门 网 站 ( h t t p : / /

www.sdzk.gov.cn)查看。军检时

间定在6月30日至7月6日，主要

是面试、体格检查和心理检测。

根据安排，在6月25日于济

南高新区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
2018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上，多

数军事院校也将现场解答考生

疑问，另外考生也可拨打山东

省军区招生办咨询电话0531-

51627223进行咨询。或扫描二维

码查看山东省军区关于今年招

生政策的详细解读。

本报济南6月17日讯(记者 尹

明亮)2018年齐鲁晚报阳光助学已

经正式启动，帮助每一个有追求的

青年，助阳光学子圆大学梦，许多

爱心人士也和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陪莘莘学子向着梦想一路前行，驻

村第一书记、爱心企业、热心的老

人、一群群奔波在太阳下的阳光助

学志愿者，在这个夏天，大家都将

一起播撒阳光。

“圆一个阳光学子的大学梦，

也是企业对社会的一份责任。”随

着2018年齐鲁晚报阳光助学活动

的启动，去年曾资助30个阳光学子

的济南一家爱心企业也再次联系

到我们，在今年的阳光助学中，他

们也将继续与阳光和梦想同行。

“今年探访阳光学子的时候，不要

忘了帮我也找两个。”在高考开始

之前，80多岁的老军人姚光武也早

早给记者打来电话，从2012年开

始，用自己的退休金帮一个个阳光

学子圆梦，每年到这个时候，这都

成了老先生心里的牵挂。“前几年

资助过的孩子也都非常争气，有的

已经工作，有的已经读研。”老先生

说。
2018年，齐鲁晚报阳光助学已

经启程，我们欢迎品学兼优、阳光

向上的“准大学生”给我们寄送申

请材料,也欢迎各地爱心组织、学

校、老师向我们推荐您身边的阳光

学子。齐鲁晚报记者将与阳光助学

直通车一起 ,实地探访每一位学

子,只要是符合资助条件的2018年
高考考生,都将获得阳光助学活动

一次性5000元的资助。今年，我们

将在全省寻找至少100个需要帮助

的阳光学子。

在今年的活动中，在50万元阳

光助学金的基础上，我们也将继续

开展“阳光1+1助学”和“微公益助

学”，发挥社会的力量帮助更多需

要帮助的学子。我们期待有更多的

人参与到“1+1助学”和“微公益助

学”中来，我们将把您的每一份爱

心送到最需要的孩子手中。

◆2018年齐鲁晚报阳光
助学活动细则

1、资助形式:

活动一次性资助每名“阳光学

子”助学金5000元人民币,帮助实

现大学梦想。
2、报名条件:

品学兼优、需要帮助的今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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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提供资料:

(1)申请表1份(贴1张1寸近

照，申请表下载网址为：ht tp ://
edu .q lwb . com.cn/2018/0609/
1286553 .sht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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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学子可以将材料邮寄至

齐鲁晚报阳光助学行动组委会。邮

寄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2
号大众传媒大厦。收件人：尹先生。

联系电话：15969678226。咨询关于

阳光助学的具体情况可拨打齐鲁

晚报阳光助学热线电话：0531-
85193855。

◆阳光学子回访：

大学第一年，他们收获成长

随着2018年齐鲁晚报阳光助

学的启动，2017年那160多名曾接

受帮助的阳光学子也已经在大学

里度过了快一年的时间。一个个追

梦少年，如今在大学校园里也都尽

情追逐着理想。

“大学第一年，其实有许多事

情都很特别。”在安徽理工大学读

书的鄄城姑娘子任家程一如既往

的文静，大学第一年，她加入了学

生会，参加各种社团，也在通过自

己的努力帮助着偏远山区的孩子

们。“走进大学，发现需要做的事情

真的非常多。”任家程说，大学校园

对她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舞台，竞选

学生干部，组织参与学生活动，文

静如她也在校园里尽情的追逐着

梦想。

加入学生会、参加公益社团、

去老年公寓做义工……阳光学子

李辉享受着大学的时光。2017年暑

假，在齐鲁晚报阳光助学行动的帮

助下，李辉顺利走进山东理工大

学，在大学里，李辉最大的感受是

充实和精彩。“大学是一个崭新的

天地，有丰富多彩的活动，自己可

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安排学习。”

李辉说。在学生会里接触着更多的

朋友，锻炼着自己与别人打交道的

能力，在图书馆里尽情阅读，探索

从不曾接触过的知识领域，在大学

里，性格开朗的李辉发现着不一样

的自我。

“大学的生活比想象的精彩，

感觉找到了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

一片天地。”在2017年暑假的助学

金发放仪式上，苏文一番声情并茂

的发言曾让许多人欣赏她的文笔，

在大学校园里，苏文也开始尽情发

挥专长。加入了学校的花样艺术

团，负责文案的撰写，在一个全校

征文比赛中，苏文的文章也获得了

一等奖。“在全校运动会上，我参加

了4*200米接力，还获得了全校的

亚军。”说起自己的大学生活，这个

感性的姑娘言语中都带着满足和

喜悦。

你你想想考考的的大大学学都都在在这这儿儿了了
2018山东高招会6月25日将在济南高新区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帮助每一个有追求的青年

爱爱心心企企业业要要继继续续资资助助阳阳光光学学子子

本报济南6月17日讯 (记者

尹明亮)进入六月，当又一批

学子刚刚经过了高考，憧憬着

大学校园之时。在齐鲁医药学

院的实验室里，马成晓正忙着

做毕业设计，如校园里的多数

同级同学一样，工作已经敲定，

只待通过毕业答辩，迈入新的

天地。

“4月底和鲁南制药签的就

业协议，即将离开校园，还有几

分不舍，几年的大学生活，收获

的不仅是知识。”马成晓说，在

她所在的班里，同学们基本都

有了就业的意向，“大学四年的

生活也算圆满了”。

据了解，齐鲁医药学院最近

几年与鲁南制药集团、江苏句容

市卫计委、济南金域医学检验中

心等多家单位建立了“实习+就

业”合作模式，学生实习结束即可

直接在该单位工作。

“这几年学校的就业率一

直保持高位攀升。2018届毕业生

去向还在陆续统计中，但据初

步了解，就业总体形势不比去

年差。”齐鲁医药学院就业指导

中心主任刘景泰介绍。2017年，

学校4386名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了95 . 21%，24个本、专科专业中，

药学、医学影像技术等12个专

业的就业率达100%，本科生就

业率高出全省同类院校平均就

业率2 . 83个百分点，现在已有15

名同学在北京协和医院、北京
301医院等国内顶尖医院就业。

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口腔

科拍片室，章帧平已经工作了

快一年。去年从齐鲁医药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毕业后，不

到一年的时间，章帧平已经适

应了这里的工作。“一所地方院

校毕业生能进三甲医院看似不

容易，但同学们去全国知名大

医院的并不少。”北京协和医

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

仁医院、甘肃省人民医院……

章帧平数算着相熟同学们的去

向。

“很感谢在学校学习的那

几年，学校教学资源十分丰富，

也有充足的机会去医院实践，

所以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大家

也都能抓得住。归根结底，还是

因为大家的专业和技术学得扎

实，能力比较强。”章帧平说。

“近几年，无论是进入知名

医院(就业)还是知名高校继续

学业的学生，其实都不少。”刘

景泰介绍，在齐鲁医药学院近

年来的毕业生去向中，考研继

续深造的学生不在少数。近五

年，学校毕业生考研录取率均

达到30%以上，已经有数百名学

生先后被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山东大学等“985”、“211”或“双

一流”院校录取。

“社会对我校毕业生的认

可不是没有缘由的，这些年学

校坚持走内涵发展道路，教育

教学质量一直稳步提升，育人

水平不断提高。”刘景泰介绍。
2018年暑假过后，齐鲁医药学院

将整体搬入新校区，“更好的教

学条件，也必将助益教育、教学

质量再上新台阶。”

报报军军校校抓抓紧紧参参加加政政治治考考核核
军校报名分四步走

6月25日高招会上现场答疑

齐齐鲁鲁医医药药学学院院
连连续续多多年年保保持持高高就就业业率率

▲在2017年高考咨询会上，军事院校受到很多关注。本报记者 尹明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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