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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考考本本科科招招生生多多为为民民办办高高校校
不少省内知名公办高校停招春考，“曲线读名校”行不通了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李楠
楠) 近日，山东春季高考本科
普通批首次志愿投档线发布，
从院校投档分布情况看，今年
春季高考招生院校主要以民办
高校和独立院校为主，包括烟
大、鲁大、山商等众多省内重点
公办本科院校没有投放计划。

7月23日，春季高考本科普
通批首次志愿投档线发布，这
是自2012年山东实行春季高考
以来，首次公布投档分数线。今
年参与春季高考招生的高校，
除了青岛工学院的烹饪专业缺
额7人外，其余院校和专业类均
投满。

烟台天虹技校具有多年春
季高考培训经验，今年春季高
考学校培训的学员不少都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我们本科上线
率达到71 . 2%。”烟台天虹技校
招办副主任王东滨介绍，“其中
机电一体化专业的李磊同学，
今年获得本专业全省第一名的
好成绩，预计被山东交通学院
录取。”

“春季高考满分是750分，
其中文化知识320分，专业理论
200分，技能实践230分。”王东滨
介绍，“今年春季高考一共有农
林果蔬、畜牧养殖、土建(含土
建方向、采矿技术方向)、机械、
机电一体化、电工电子、化工、
服装、汽车、信息技术、医药、护
理、财经、商贸、烹饪、旅游服
务、文秘服务、学前教育等18个

专业类别考生任选其一报考。”
除了烟台天虹技校，烟台

市南山职业技术学校在春季高
考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据学校老师介绍，今年学校
1627人本科上线，本科上线率
达到78 . 32%，先后有5名学生取
得所在专业全省第一名，3名学
生获得所在专业全省第二名，3
名学生获得所在专业全省第三
名。5名全省第一的学生按照成
绩预计被山东科技大学、山东
交通学院、滨州学院、德州学院
等高校录取。

从投档情况，全省第一的
成绩最终可报考滨州学院、德
州学院等地方公办院校，那成
绩一般的过线考生大部分被民
办高校和独立学院录取。

“春季高考每年招生的学
校都不固定，有的去年招，今年
不一定招，我们也只能在报志
愿的时候知道哪些学校招。”烟
台市南山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
告诉记者。比如今年济南大学
烹饪专业没有投放计划，有招
生计划的只有3所民办院校。今
年烹饪专业划定的本科资格线
为581分，查阅公布的一分一档
表可知，581分排名110，烹饪类
别专业三所院校共招生100人，
即按照110%划定本科资格线，
目前还缺额7人，即这110名符
合条件的考生总计投出93人，
未投档考生很多可能选择放弃
了，因为他们心仪的济南大学

没有投放招生计划。
与2017年比较，今年山东

建筑大学、山东理工大学、济南
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聊城大
学、鲁东大学、烟台大学、青岛
理工大学、泰山医学院、山东工
商学院均未投放春季高考招生
计划，省内知名公办本科院校
仅有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
临沂大学等几所，剩下的是以
滨州学院、潍坊学院等为主的
地方公办院校和独立学院、民
办院校。

从今年投档表显示的数据
看，2018年春考公办本科院校
计划3426人，占总计划数(10785
人)的31 . 7%。“我们今年没有投
放春季高考的计划，以后基本
就停止春考招生。”驻烟一所高
校招办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往
春季高考招来的考生分数都挺
高，600多分，但在后期实际教
学中，老师们普遍反映学生基
础还是比较薄弱，上课跟不上。
因为这其中很多都是在高三这
一年速成训练参加春考的考
生，各个方面都不扎实。”

据悉，在今年3月份山东省
教育厅公布的《山东省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
明确提出“实施高等教育分类
考试招生制度。实行以春季高
考和夏季高考为主要形式的高
等教育分类考试招生制度。夏
季高考主要为本科院校招生，
春季高考主要为高职(高专)院

校和部分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
选拔学生。

随着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
的推进，可能越来越多的省内
重点公办本科高校将不再投放
春考计划。以往不少高中生想
在高三一年突击训练，通过春
季高考“曲线救国”上好本科的
方法逐渐行不通了。

那这是否会影响众多春考
培训机构的招生？对此，烟台多
数春考培训学校表示乐观。“可
能会对那些文化成绩较好的学
生有所影响，但对于那些基础
薄弱的，中考没有考上高中的
考生来讲，春季高考还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毕竟没有春季高
考，他上不了本科乃至大学，通
过春季高考能上本科了，也就
不考虑公办还是民办了，毕竟
在现有基础上努力提升了一个
层次。”烟台天虹技校招办副主
任王东滨说，比如今年我们商
贸类的一名学生考了668分，位
列全省38名，报考了泰山学院。
这个学生中考成绩上不了高
中，来到我们这，成为三年制技
校学生，今年春考中专业理论
考了196分，满分200分，很不容
易，他就是通过春考实现自己
本科大学梦很好的例子。”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李楠
楠) 记者从驻烟高校获悉，7
月30日，烟台高校本科批第二
次征集志愿(文理类、艺术类、
春季高考)填报结束，8月4日下
午考生已可查询录取结果。

据介绍，此次填报志愿时
间为7月30日，填报志愿系统开
放时间为上午9时至下午5时。
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可填报
10个院校志愿。

普通高考本科批第二次征
集志愿计划可登录山东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官网查询。由于本
科录取接近尾声，此次参与征
集志愿的高校和计划比第一次
大为减少，此次烟台高校中，只
有3所学校投放了49个计划，据
其中一所高校招办老师介绍，
这些计划多是考生不服从调剂
出现退档所空出来的计划。其
中，鲁东大学投放1个计划，为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烟台大学
投放25个计划，涉及本科预科
班和音乐舞蹈专业等。烟台南
山学院投放23个计划，涉及校

企合作和音乐表演专业。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文理

类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
资格线为首次确定的本科普通
批相应类别录取控制分数线下
20分，即文史类485分，理工类
415分，未被录取的资格线上考
生均可填报。降20分填报第二
次征集志愿，是为了确保线上
有足够生源，达到资格线的考
生可根据个人情况自主决定是
否填报。本次填报征集志愿结
束后，将根据缺额计划和志愿
生源情况划定录取控制分数
线。

录取控制分数线于7月31
日公布。

填报本科第二次征集志愿
时可以选择高校服从调剂，高校
服从调剂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本科普通批调剂设地方农
村专项计划高校、非农村专项
计划公办高校、其他高校3类高
校服从调剂志愿选项，若考生
同时填报2类以上选项，则按地
方农村专项计划高校、非农村

专项计划公办高校、其他高校
的顺序进行调剂。

只招收有专业志愿考生的
专业不进行调剂。

艺术类本科校考批考生填
报仅限达到或超过我省首次确
定的本科普通批艺术类录取控
制分数线(艺术文328分，艺术理
282分)未被录取的考生。考生须
取得相应艺术类专业校考本科
合格成绩。

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二次征
集志愿填报资格线为首次确定
的春季高考本科批相应专业类
别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即护
理类573分、烹饪类561分，未被录
取的护理类、烹饪类过线考生可
以填报。填报春季高考志愿时，
考生填报的专业类别须与报名
和考试时的专业类别一致。

文理类、艺术类、春季高考
在本次征集志愿时不得兼报。

本科普通批文理类、艺术
类本科校考批、春季高考本科
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结果查
询时间为8月4日下午。

烟烟台台高高校校本本科科征征集集志志愿愿填填报报结结束束
今年高考本科录取正式结束

考生和家长在高考本科咨询会上现场咨询。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李
楠楠 ) 记者从驻烟高校获
悉，烟台高校开启专科录取
阶段，7月30日烟台高校专科
高职首次志愿填报结束，8月
10日下午考生可查询录取结
果。

据介绍，此次填报志愿
时间为7月30日，填报志愿系
统开放时间为上午9时至下午
5时。填报志愿专科(高职)普
通批首次志愿(文理类、艺术
类、体育类、春季高考)。专科
(高职)批首次志愿可填报12个
院校志愿，考生可根据自身
资格条件分别填报相应批次
和类别的志愿。

此次，烟台将有烟台职
业学院、山东中医药高专、山
东商务职业学院、烟台汽车
工程职业学院等院校参与招
生。

专科(高职)普通批首次
志愿文理类填报此类计划的
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低于170
分。

其中，填报高职院校与
本科高校分段贯通培养计划
的考生高考成绩须达到或超
过我省本科普通批首次划定
的录取控制分数线下50分(文
史类455分，理工类385分)。

填报高职院校专项计划
的考生须符合高职专项计划
报考资格(该名单已于7月24
日在我院官网公示)并取得今
年高考成绩。所有高校均实
行平行志愿，考生可以填报12
个院校志愿。

考生在填报高职院校

与本科高校分段培养计划、
高职院校专项计划、高职院
校与技师学院合作培养计
划、中外合作办学、校企合
作及服务外包计划须单独
作为 1个院校志愿，不能与
此类院校其他普通专业混
填。

艺术类填报此类计划的
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低于170
分。

填报美术类、文学编导
类统考专业，考生专业统考
成绩须分别达到专科合格分
数线(美术类188分，文学编导
类195分)。

体育类填报此类计划的
考生高考文化成绩不低于170
分且专业测试成绩不低于72
分。体育类考生可以填报有
关高校体育类专业志愿，也
可填报有关高校理工类志
愿，但每个批次只能选择其
中一类填报。

春季高考未被录取的符
合春季高考技能拔尖人才的
考生均可填报春季高考相应
专业类别志愿(限4月28日在
我院官网公示名单中考生，
不受分数线限制)。填报春季
高考各专业类别的考生成绩
不低于170分。春季高考考生
志愿填报的专业类别须与考
生报名和考试的专业类别一
致。

专科(高职)批首次志愿
录取结果查询时间为8月10日
下午。请考生按时登录网站
(http://cx.sdzk.cn/)，查询本人
录取结果。

驻驻烟烟高高校校专专科科首首次次志志愿愿填填报报结结束束

8月10日下午考生可查询录取结果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李楠
楠) 8月3日，以“新时代的皮
书：未来与趋势”为主题的第十
九次全国皮书年会(2018)在山
东烟台开幕，会议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山东社会科学院和鲁东
大学联合承办。来自中国社会
科学院、地方社科院及高校的
学者以及全国皮书课题组代
表、相关领域研究专家以及媒
体代表近600人参会。

据介绍，皮书年会是从事
皮书研创的智库学者们交流思
想、把握未来研创方向、共促皮
书繁荣发展的年度盛会。皮书
年会从2000年连续召开至今已
是第19年，自2011年升格为中国
社会科学院主办也已是第8年。
皮书年会通过高水平的学术报
告和精心打造的系列论坛，其
自身的品牌效应日益呈现，已
经成为新型智库建设领域的专
业学术研讨会，对皮书研创平

台的建设、皮书内容质量的提
升、皮书社会影响的扩大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悉，本次年会为期2天，
大会安排了学术报告、主题演
讲以及7个分论坛，围绕皮书研
创与智库建设、皮书研创与行
业发展、皮书研创与国别区域
和全球治理研究、皮书研创与
文化传播等议题展开深入讨
论，全面探讨皮书发展的未来
与趋势。

第第十十九九次次全全国国皮皮书书年年会会在在烟烟台台召召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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