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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济南市普高计划内招生比例增至85%

择校上高中风险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徐洁 ) 记者从27日召
开的济南市中小学招生工
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济南
市 初 中 毕 业 生 人 数 为
64933人，比去年增加了
4000人。普通高中计划内
招生比例扩至招生总数的
85%以上，这意味着，计划
内读高中的机会将进一步
增加，择校上高中的风险
则加大。

2012年，济南市初中
毕业生人数为64933人，比
去年公布的61000人增加
了4000人，这也是继去年
济南学考人数增加5000人
后的又一次上涨。据了解，
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到济南求学人数的增
多，是导致学考人数不断
攀升的主因。

据介绍，济南市普通
高中招生计划分为计划内
与择校生两大块。今年，普
通高中计划内招生比例扩
大到招生总人数的85%以
上，普通高中学校招收择
校生比例，控制在当年该
校招生计划数(不包括择
校生数 )的 2 0% 以下，比
2011年下调了10%。

济南市教育局基础教
育处处长王纮表示，此举
是为了促进义务教育的均
衡发展，满足市民对高中
教育的需求。计划内招生
人数的增加，意味着择校
上高中人数的减少，择校
上高中录取的风险和压力

进一步加大。因此，初三考
生在填报志愿时，应选择
适合自己的、且有把握考
取的高中学校。

据济南市教育局副局
长王春光透露，今年济南
市普通高中学校投入计划
数约为34000人，比2011

年的32955人略有增长。
根据济南市普高招生

政策，初中3年日常学习成
绩 ( 含 实 验 能 力 考 核 成
绩)、基础性发展目标评价
总评等级、生物、地理、信
息技术学科学业水平考试
等级必须达到C级及以上

等级(含C级)，方有资格报
考普通高中。义务教育阶
段择校生在报考时不享受
指标生和推荐生。

今年，初三学业水平
考试总成绩仍为570分，考
试时间为6月12日-14日，
各科成绩构成不变。生物、

将加大

今年学考将首次网上填报志愿

初三学考生可于5月15日-17日网报志愿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徐洁)

今年，济南市初三学生学业水
平考试报名及高中阶段学校志愿
填报将首次实行网上填报志愿，
考试报名及志愿填报日期为5月15
日-20日。

据济南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
处长王纮介绍，为保障网报的顺
利进行，从去年夏天开始，济南
市教育部门已与承担高考网报工
作的软件开发公司，共同为济南
市学考网报工作做了技术性准
备。

王纮介绍，截至上周，全市
范围内已组织了3次大型的网报模
拟测试，效果良好，让学生熟悉
了网报程序和方式。

具体网报流程为：5月15日至
5月17日，每天8：30至22：00为
网络报名时间。学生可在校或在
家中等与因特网连接的地方登录

网站，进行初三学生学业水平考
试报名及高中阶段学校志愿填
报。5月17日22：00网络报名时
间截止后，所有报名及志愿信息
均不得更改。

5月18日至5月20日为报名及
志愿信息核实阶段。初中学校负责
打印学生报名及志愿信息核实单，
学生及家长核对后须在核实单上签
字认证，未按规定时间填写并交回
学生信息核实单或拒绝在核实单上
签字，均视为自动放弃本年度报名
及录取资格。

全市普通高中学校实行同一
批次录取，除推荐生录取试点学
校之间不得兼报外，普通高中学
校之间均可兼报。高中阶段学校根
据初三学生参加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确定各校录取分数线，并参考学生
在校日常学习成绩和基础性发展目
标评价成绩录取考生。

学考军人子女最高可加30分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徐洁) 根据省教育厅、民政
厅多部门文件精神，今年，济
南市学考特殊考生录取政策
有所调整。

意见规定，应届初中毕业
生中，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者，照顾30分并计入学业水平
考试总成绩：烈士子女(含烈

士未成年弟妹)；驻国家确定
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
地区和西藏自治区，解放军总
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
屿部队的现役军人子女，以及
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
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现役
军人子女。

应届初中毕业生中，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照顾
20分并计入学业水平考试总
成绩：作战部队和驻国家确
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
区和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
岛屿部队军人子女和因公牺
牲军人子女，一至四级残疾
军人子女，以及荣获二等功
或战时三等功以上奖励的现

役军人子女。
应届初中毕业生中，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照顾
10分并计入学业水平考试总
成绩：现役军人子女(非第1

条、2条中所列现役军人子
女)；残疾军人、归侨青年、归
侨子女、华侨子女、港澳台籍
考生；少数民族考生。

今年新增10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
本报 4 月 2 7 日讯 (记者

徐洁 ) 目前，我省高考
户籍限制已宣布从 2014年
放开，济南市高中招生对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藩篱
早已打破。然而，随之带来
的是济南市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招生压力的增大。为
此，今年济南市又新增了
丁家小学等 10所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定点学校。
济南市新增的10所定点

学校为历城区韩仓小学、历
城区王舍人第二实验小学、
历城区华山中心小学、济南
十六里河中学、济南市育明
小学、济南育贤中学、济南市
丁家小学、济南市盛福实验
小学、博文中学、桑梓店镇周
闫小学。

据了解，目前义务教育
阶段有8 . 8万名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在济南就读，这一数
字占城区在读中小学生总数
的14 . 2%，高中学校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在济南就读人数为
1 . 2万名。

济南市教育局副局长王
春光要求，各区要提前规划，
保障辖区内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在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的权利。

今年，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入学材料要求更加严格，
需携带户籍证明、务工证明、
暂住证、居住地证明、原户籍
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
外出接受义务教育的证明，
到现居住地教育局办理相关
入学手续。

地理、信息技术、思想品德、历史
学科学考采取等级评价，D等级
者不得被普高录取。

今年，济南市高中学校指标
生分配比例仍为80%，分配与录
取办法为：山东省实验中学、山东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山东省济南
第一中学、山东省济南第二中学、

山东省济南第三中学、山东省济
南中学、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章
丘第四中学、济北中学将计划内
招生人数的80%作为指标生进行
分配；山东省实验中学等5所学校
将计划内统招部分的10%用于招
收初中推荐生，济南外国语学校
推荐生比例增至30%。

今年的初中体育学业水平考试也进行了部分改革(资料片)。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每年的学考都牵动着众多孩子和家长的心(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特长生招生今年减招
教育部门解释是对教育资源的合理调配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徐洁) 今年，济南市教育局
对普通高中招收体育与艺术
特长生的招生人数作出限
制。不少家长也发现，山东省
实验中学等学校特长生减招
了。4月27日，济南市教育局
体卫艺处处长成刚解释，此
举是在综合考虑高中硬件和
师资的基础上，对教育资源
进行的合理调配。

目前，各高中已发布
了特长生招生计划，省实
验中学体育、艺术特长生
分别下降了 1 3 人和 4 0 人，
其中美术专业由去年的计

划招生 25人削减为 0人。山
师附中特长生总计划招收
人数从去年的 78人下降到
今年的 70人，声乐、钢琴方
向不再招生。

济南市教育局体卫艺处
处长成刚解释，此举是在综
合考虑高中硬件和师资的基
础上，对教育资源进行的合
理调配，使每个高中学校都
培育出自己的优势项目，学
生今后在选择专业时可以有
更多的选择。

根据济南市中小学招生
意见，今年，济南市推荐生试
点学校招收体育特长生人数

不超过40人，非推荐生试点
学校招收体育特长生人数不
超过60人。推荐生试点学校
招收的艺术特长生人数不超
过30人，非推荐生试点学校
招收的艺术特长生人数不超
过40人。

推荐生试点学校的艺体
特长生，参加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文化课总成绩达到该校
指标生录取分数线的，可被
招生学校列入计划内录取。
体育特长生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达不到该校指标生录取分
数线但高于公办普通高中最
低录取提档分数线的、艺术

特长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低
于该校指标生录取分数线下
40分以内的，经招生学校同
意报市教育局审批后可按照
招收择校生的有关规定予以
录取。

其他学校体育特长生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文化课成绩
达到招生学校计划内统招分
数线的 70%、其他各类特长
生考试成绩达到招生学校计
划内统招分数线的 80%，且
不低于公办普通高中最低录
取提档分数线的，可被招生
学校按照计划数从高到低列
入计划内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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