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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教育

今年日照全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 16660 人

考考生生跨跨区区域域填填报报志志愿愿视视为为无无效效
本报记者 张萍

22 日，记者从 2014 年日照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
年的初中学业水平文化课考试将于 6 月 11 日— 13 日举行，总分值提升到
760 分。日照一中和实验高中均有所扩招，今年分别招收 2060 人，莒县文心
高中首次招生，规模为 1400 人。

日日照照 1122 所所职职业业院院校校今今年年招招 11 .. 44 万万人人
招生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为依据，考生最多有三次志愿填报机会

本报 4 月 22 日讯(记者 张
萍) 22 日，记者从 2014 年日照市
全市职业学校招生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今年 12 所职业院校计
划招生 1 . 4 万人，今年将实行“一
个平台、一考多取”政策，报考职
业院校必须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
初中学业考试。

重点招初中应届毕业生

专业与就业联系紧密

据了解，全市职业学校(含中
等职业学校、三二连读和五年一
贯制高等职业院校、技工类院校)

计划招生 1 . 4 万人。市内职业学
校均面向全市招生，重点招收应
届初中毕业生，同时兼顾往届初
中毕业生、未升学高中毕业生、返
乡农民工、退役士兵、下岗失业人
员及其他适龄社会青年等。

其中，日照市工业学校普通中
专计划招生 810 人，三二连读高职
计划招生 690 人；日照市农业学校
普通中专计划招生 2100 人，三二

连读高职计划招生 400 人；山东省
日照师范学校普通中专计划招生
800 人；日照市经济贸易中等专业
学校普通中专计划招生 700 人，三
二连读高职计划招生 300 人；日照
市卫生学校普通中专计划招生
650 人，三二连读高职计划招生 150

人；日照市航海技术学校普通中专
计划招生 1220 人，三二连读高职
计划招生 280 人；日照市机电工程
学校普通中专计划招生 1500 人，
三二连读高职计划招生 100 人；日
照市海洋工程学校普通中专计划
招生 1000 人；日照市科技中等专
业学校普通中专计划招生 1160

人，三二连读高职计划招生 240

人；日照市技师学院普通中专计划
招生 800 人，三二连读高职计划招
生 200 人，技工计划招生 1000 人；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五年一贯高职
计划招生 50 人；山东外国语职业
院校五年一贯高职计划招生 400

人。
在专业设置上，记者发现，职

业院校的设置大多与就业前景紧

密联系，机电技术运用、会计、建
筑工程施工、家政服务与管理、物
流服务与管理、旅游、电子商务等
热门专业榜上有名。

一个平台、一考多取

分三次进行志愿填报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全市
高中段招生实行“一个平台、一考
多取”的办法，职业学校招生与普
通高中学校招生均以初中学业考
试成绩为依据，使用同一平台，由
日照市教育考试中心统一录取。
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职业学校，
必须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初中学
业考试，依据志愿和成绩录取，未
参加学业考试的不予录取。

职业学校招生采取网上填报
志愿方式，使用日照市教育考试
中心网络平台，分三次进行志愿
填报。未在日照市教育考试中心
网络平台注册选报志愿的不予录
取。每次志愿填报期内，考生可对
自己的志愿进行修改。全市高中

段学校录取工作按照先普通高中
后职业学校的顺序进行，已被普
通高中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职
业学校录取。

第一次志愿填报时间为 5 月
26 日-6 月 6 日，本次志愿填报不
影响考生参加普通高中志愿填报
和录取。第二次志愿填报时间为 7

月 15 日-20 日，第一次未被录取
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继续进行志愿
填报。其他未参加初中学业考试
的往届初中毕业生、应往届高中
毕业生、同等学历者及社会人员
拟选报职业学校的，需要在本次
志愿填报期间内登录日照市教育
考试中心网站进行注册并选报志
愿，参加职业学校后两次录取。第
三次志愿填报时间为 7 月 25 日-
8 月 22 日，所有未被录取、符合条
件的考生均可参加志愿填报。

第一批次录取时间为 7 月 10

日。日照市教育局组织市内中职学
校和五年制高职学校按志愿从高
分到低分依次录取。7 月 12 日向
社会公布录取结果，7 月 14 日向

社会公布市内未录满的学校招生
计划余额。第二批次录取时间为 7

月 22 日。7 月 24 日向社会公布二
次录取结果，7 月 25 日公布仍未
录满的学校招生计划余额。第三批
次录取时间为 8 月 24 日-25 日，为
最后一次录取。录取期间，考生可
凭本人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及个
人设置的密码登录市教育考试中
心网站查询录取情况。

报考职业院校还可享受优待
政策，今年全省职业学校全面实施
免学费政策和资助政策。对公办中
等职业学校所有全日制正式学籍
在校生免除学费。对民办中等职业
学校学生，按照当地同类型同专业
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收费标准免学
费，经批准的学费标准高于公办学
校的部分，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向
学生收取。对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
正式学籍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和非
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
给予每人每年 1500 元的助学金。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按在校生
的 10% 确定。

今年计划招生16660人

80%为统招，20%为择校

据了解，今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分市
区(包括东港区、岚山区、日照经济技术开
发区、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日照国际海洋
城五个行政区域以及市直)、莒县、五莲县
三个区域进行。全市有 13 所普通高中学校
以及 2 处学校(日照市体育运动学校、日照
祥龙双语学校)高中部参与招生，招生计划
总数为 16660 人，比去年招生计划总数增
加了 1260 人。其中，市区高中学校计划招
生 8160 人，莒县高中学校计划招生 5800

人，五莲县高中学校计划招生 2700 人。
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包括统招生计划

和择校生计划两部分。其中，统招计划(含
指标生)占 80%，择校计划占 20%。日照一
中、日照实验高中、岚山一中、莒县一中、
莒县二中、莒县四中、莒县文心高中(日照
一中莒县校区)、莒县实验高中、五莲一中、
五莲三中等 10 所学校分配指标生，指标生
计划数为统招计划的 75%。部分具备条件
的高中学校，可以招收艺体特长生，计划
数不得超过本校招生计划的 6%。

学业水平考试总分为760分

文化课考试6月11—13日举行

据介绍，今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为 760 分，比去年提高 10 分。其中，语文、
数学、英语以学业考试原始分(120 分)计入
总分，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
信息技术分别以学业考试原始分(100 分)

的 60%、50%、40%、60%、50%、40%、30% 计
入总分，体育 50 分，理化实验操作 20 分。

记者还从发布会上获悉了市区相关
工作时间，4 月 29 日举行信息技术学业考
试；5 月 12 日至 15 日，举行理化实验操作
考试；5 月 12 日至 16 日举行市直考区初
中毕业生体育考试；5 月 24 日举行市区艺
体特长生专业测试；6 月 11-13 日，文化课
考试；6 月 13 日上午 10:30-11:00，考生填报
志愿；6 月 26 日前，公布成绩；7 月 8 日—
9 日，招生录取；7 月 15 日前，录取学生报
到。

日照一中和实验高中招2060人

莒县文心高中首招1400人

今年，日照一中共招生2060人，包括文
化课统招生1504人(含指标生1200人)、择校
生376人；艺体特长生120人(其中面向全市
招收篮球特长生20名)；国际班学生60名。

日照实验高中共招生 2060 人。包括文
化课统招生 1555 人(含指标生 1200 人)、择
校生 358 人；艺体特长生 87 人；国际班学
生 60 名。

另外，日照一中面向全市招收篮球特
长生。日照一中和日照实验高中面向各自
招生区域各招收 2 个国际班。

文心高中(日照一中莒县校区)和祥龙
双语学校今年首次开始招生，文心高中共
招生 1400 人；祥龙学校(民办)共招 300 人；
日照市体育运动学校将成立高中部开招
体育生，今年招生人数为 40 人。

填报一次志愿分两批录取

考生不得跨区域填报

今年，市区高中学校招生，继续实行
一次性填报志愿、分两批录取的办法。志
愿卡分一批志愿、二批志愿两部分。考生
不得跨招生区域选择志愿学校，否则志愿
无效。

一批志愿的招生学校有日照一中、日
照实验高中、岚山一中，考生(含艺体特长
生)在允许选报的高中学校范围内，可选报
3 个志愿，分别是 1 个指标生志愿、1 个统
招生志愿、1 个择校生志愿，3 个志愿可以
选报同一所学校，也可选报不同的学校。

二批志愿的招生学校有日照实验高
中西校区、日照三中、日照五中，考生(含艺
体特长生)在允许选报的学校范围内，可选
报 4 个志愿，分别是统招第一志愿、第二
志愿，择校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岚山区考
生只能选报日照三中统招、择校各 1 个志
愿。

艺体特长生在两批录取的高中学校
中，可分别选报 1 个志愿。

严禁接收他校借读生

不得跨区域、超班额招生

记者获悉，今年的招生政策将更加严
格，各高中学校不准跨区域、超计划、超班
额招生。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尊重
学生选择志愿学校的权利，严禁任何单位
和个人强制学生分流、强迫学生填报学校
志愿，充分保障学生及家长的知情权、选
择权。

各高中学校不准接收已被其他学校
录取的学生借读。违规接收借读生的，依
据《2014年度全市教育系统民主评议政风
行风活动实施方案》文件规定，在行评中
予以扣分，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单位和相关
责任人通报批评、取消当年评先树优资格
等处分。

盘点普通高中招生政策的 5 点变化
本报记者 张萍

今年市区高中招生政
策与去年相比，既保持了政
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同时
也针对形势发展需要，有一
些新的变化，本报将进行一
一盘点。

一是招生学校有变化。
原日照二中、日照四中、日
照六中合并为日照实验高
中西校区，作为一所学校招
生。增加了日照市体育运动
学校高中部和日照祥龙双

语学校(民办)高中部。
二是考试内容有变化。

增加了理化实验操作考试。
主要目的是引导学校开齐
开全课程，深入实施素质教
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

三是考试分值有变化。
体育学科分值由去年的 60

分调整为 50 分(平时 10 分，
考试 40 分)，增加了理化实
验操作考试 20 分，各科总
成绩由去年的 750 分调整

为 760 分。
四是录取方式有变化。

今年，增加了自主招生环
节。日照一中篮球特长生、
日照一中和日照实验高中
国际班、日照市体育运动学
校高中部、日照祥龙双语学
校高中部均实行自主招生。

五是普通高中和职业
学校统一录取平台，所有高
中段学校都要依据初中学
业考试成绩录取新生，不再
进行单独的职业学校的招
生考试。

记者观察

学校名称

学

校

代

码

统招生计划数占 80% 择校生计划数占 20%

文化课统招

艺体统招

文化课择校

艺体择校

音

乐

美

术

体

育
美术 体育

全市合计 12351 609 3019 221 460 16660

日照一中 101

1504

(含指标生

1200)

26 24 46 376 6 6 12
国际班

60
2060

日照实验

高中
102

1555

(含指标生

1200)

8 8 29 358 7 7 28
国际班

60
2060

岚山一中 201
690

(含指标生 540)
4 4 22 168 1 1 10 900

日照实验

高中

(西校区)

103 1155 10 18 17 255 10 18 17 1500

日照三中 202 560 140 700

日照五中 105 471 4 5 116 2 2 600

日照体校 104
体育生

40
40

祥龙学校

(民办)
106 300 300

莒县一中 301
902

(含指标生 720)
58 226 14 1200

莒县二中 302
902

(含指标生 720)
58 226 14 1200

莒县四中 303
902

(含指标生 720)
58 226 14 1200

文心高中

(日照一中

莒县校区)

304
1064

(含指标生 840)
56 266 14 1400

莒县实验

高中
305

616

(含指标生 480)
24 154 6 800

五莲一中 401
1015

(含指标生 810)
65 254 16 1350

五莲三中 402
1015

(含指标生 810)
65 254 16 1350

2014 年全市普通高中学校代码及招生计划

择校生计划数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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