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烟台台高高校校今今年年计计划划招招生生22万万余余人人
近六成计划投在省内，鲁大招生人数最多

本报6月16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通讯员 尉玮 潘家珍) 15

日，一位患病女孩的家人带着锦旗
找到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他们
要寻找的是一群助人为乐、帮助一
名身患重病的妙龄少女渡过难关
的好心师生。

6月3日，该院经济管理系王青
老师通过微信朋友圈得知，在烟台
打工的晓玉身患肺出血，但因为家
庭贫困，无力支付巨额的医药费而
犯了愁，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手术治
疗，晓玉将随时有癌变的风险。作
为一位母亲、一名教师，王青老师
决定向这位无助的女孩伸出援手。

她随即通过QQ、微信向自己

的同学、朋友、家人、学生转发了
“妙龄少女身患重病，期待援手”的
消息，并率先捐出600元善款。她的
热情关爱和助人为乐的精神，深深
地打动了她的孩子和学生。她的儿
子将一把零零碎碎的的零花钱捧
到妈妈眼前，她的三个班级——— 11

级报关与国际货运(五年)2班、14级
会计(五年)班、14级报关(五年)班
在老师的感召下，通过勤工俭学、
缩减日常生活开支，纷纷向这位不
幸而又幸运的女孩伸出援手。最后
交到王青老师手中的捐款并非全
是面额整齐的钞票，还有五角的、
一元的面额不等的硬币。

6月5日上午9点30分，王青老

师和三个班级的班长，来到烟台山
医院20层，将3691元善款交到晓玉
的姨夫手中，师生4人在晓玉家人
再三请求下，也未向其透露他们的
信息，只留下了无名的善款和真诚
的安慰。

不过晓玉的亲属通过打听还
是找到了学校，这时校方才知道
王青师生为晓玉捐款不留名的事
迹，她们积极地转发晓玉重病的
消息，却从未将自己捐款的事情
向任何人提起。师生同心，大爱无
言。王青师生用自己的行动给患
者以希望，诠释了人间大爱，用助
人为乐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最美的
师生和弦。

汽汽车车工工程程学学院院师师生生助助人人为为乐乐燃燃希希望望
无言大爱情谊暖，谱写了一曲最美的师生和弦

本报记者 李楠楠

16日，烟台5所公办高校
陆续发布今年招生计划，驻
烟5所公办大学今年计划招
收21640人，省内招生14577
人，接近总计划的六成。其中
烟大、鲁大、山工商以及滨医
等四所普通高校投放计划
21121人，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投放计划519人，鲁东大学今
年招生人数最多，达到6800
人，其中省内5060人，接近山
东工商学院5100人的总计
划。

滨医(烟台)目前学校主
体位于烟台，历年录取新生
均在烟台校区就读。今年
滨医计划招生 2 9 6 1人，省
内计划 2 2 6 1人，除此之外
还有601个专升本计划，和
19个视障生单招计划。

第一次填报志愿的投
档考生不足时，从高分到
低分录取征集志愿考生。
生源地为山东省内的考生

采用“分数级差”的原则，
第1-2专业(类)志愿的分数
级差为2分，第2-3专业(类)

志愿为1分，其他专业 (类 )

志愿的分数级差为0分。当
考生填报的所有专业志愿
都无法满足时，若服从专
业调剂，将考生调剂至招
生计划尚未完成的专业；
若不服从专业调剂，则按
退档处理。

临床医学、医学影像
学、中医学等专业优先录
取生活能自理、能完成所
报专业学习且高考成绩达
到要求的肢体残疾考生，
入学后单独编班管理。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
医学影像学、麻醉学、中医
学、预防医学等专业的毕
业生具有报考执业医师的
资格。

滨州医学院(烟台)>> 考生采用“分数级差”分专业

受助者晓玉的家人专程前来感谢助人为乐的王青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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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将在全国20省市招收519人，其
中山东58人，包括22名女生。报
考考生要求为理科，报考外语为
英语，一类本科录取，学制四年。

据了解，航院今年共有19个
专业招生，除了军队指挥类，还
包括非指挥类的机械工程、测控
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通信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
武器发射工程、航空与反潜工
程、飞行器系统与工程、火力指
挥与控制工程、测控工程、指挥
信息系统工程、电子对抗指挥与
工程以及雷达、导航、兵器、导弹
工程等，其中培养计量技术干部
的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和培养
海军初级指挥军官(合训)的军
队指挥类专业招收22名女生。

考生报考基本条件包括，年
龄不低于17周岁，不超过20周岁
(截至当年8月31日)。符合军队院
校招收学员政治条件(由县级人
民武装部负责政治考核)。普通
高中应届、往届毕业生均可报
考。符合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
检查标准，主要包括：男性考生
身高1 . 62米以上，女性考生身高
1 . 60米以上 ,非指挥类专业两眼
裸眼视力均在4 . 5以上(且矫正
视力达4 . 9以上)，指挥类(合训)

专业两眼裸眼视力均在4 . 6以上
(且矫正视力达4 . 9以上)，肝功能
化验正常等。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计划519人

全部一类本科取录

今年烟大计划招生6260

人，省内计划4549人。涉及春
季高考、夏季高考，本科提
前批、一批以及二批以及专
科多个批次。山西、安徽、贵
州、云南、甘肃的部分招生
专业为贫困地区专项计划，
山东、安徽、新疆、甘肃的部
分招生专业分别在本科一
批和本科二批招生，其中，
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编
导、法学、知识产权、环境设

计、视觉传达设计等专业省
内一本招生，航海技术和轮
机工程两个专业省内属于
提前批。

航海技术和轮机工程
专业在山东省各招 5名女
生，其他省份只招男生；其
他专业男女不限。

已通过专业测试的艺
术类考生，录取时按投档考
生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录取。专业成绩平行时，优

先录取高考文化成绩高者。
外语类、中外合作办学

类相关专业录取要求：报考
外语类和中外合作办学类
相关专业考生除投档成绩
外，同时参考英语单科成绩
和高中学业水平外语听力
成绩，择优录取。

建筑学专业要求考生
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建议
美术基础较差的考生慎重
报考。

烟台大学>> 多个专业省内一本招生
本报推出平面咨询汇

本报特推出“高考2015平面咨
询汇”栏目，针对考生和家长关注
高考招生录取政策等问题，替您咨
询相关院校，相关政策等。助您顺
利考上理想学校。

具体活动方式为：
齐 鲁 晚 报 高 考 交 流 群 ：

2875600914

烟大新生群：100699719

鲁大新生群：464774658

山工商新生群：464793842

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学校关
注参与。

作为省内两所财经类
高校之一的山东工商学院
今年投放计划5100人，专科
400人，其中省内2649人。专
业设置以经济、管理学科为
主，兼有文、法、理、工等6个
学科门类。普通本科在本科
二批录取，本科合作办学根
据各省不同的政策在本科
二批或本科三批录取；专科

合作办学在专科(高职)批录
取。

学校按根据模拟投档
的情况和各省录取文件，经
和省招办沟通，投档比例设
置为1:1，能投档进学校的考
生，只要专业服从调剂，符
合招生政策规定，是不会被
退档的。

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

优先满足本校第一志愿上
线考生，根据考生考试成绩
和专业志愿顺序，按照“分
数优先”原则，从高分到低
分择优录取。

学校对往届和应届生
一视同仁，无男女比例限
制。本科标准学制四年，修
满学分者可提前一年毕业，
最长可延续至六年。

山东工商学院>> 考生服从调剂不会被退档

今年鲁大计划招生6800

人，含专科400人，其中省内
计划5060人。涉及春季高考、
夏季高考，本科一批以及二
批以及专科多个批次。其中
春季高考的小学教育专业
在蓬莱就读。

省内按“分数优先，遵
循志愿”原则接受投档，当
投档分无法满足专业志愿
时，若考生服从专业调剂，

则根据投档分从高分到低
分依次调剂到招生计划尚
未完成的专业；若考生不服
从专业调剂，则作退档处
理。

已通过艺术类、体育类
专业测试并参加全国普通
高校文史类或理工类统考
的进档考生，体育教育、音
乐学、音乐表演、美术学、视
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广

播电视编导专业按专业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若专业课成绩相同，文化课
成绩高者优先录取。美术类
专业按“专业成绩优先”的
原则确定录取专业。社会体
育指导与管理专业进档考
生，按文化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依次录取；若文化课成绩
相同，专业课成绩高者优先
录取。

鲁东大学>> 超七成计划投在省内

本报6月16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 16日，记者从开发区教体局
获悉，今年开发区高级中学将投放
自主招生计划89人，同时拟招收18

名音体美特长生。
据介绍，开发区高级中学自主

招生计划为学校招生计划总数的
10%。2015年自主招生计划为89人。
学校将对考生基本信息、志愿填
报、会考成绩、基础素养评定结果、
学生特长发展等各方面信息进行
严格审查，综合考评，达到以下条
件后，具备自主招生录取资格。考
生会考总成绩在该校的统招录取
分数线下50分以内；综合素质总体
评价的结果原则上为B等级及以
上(若为B等级，其标志性成果须翔
实丰富)。

开发区高中

自主招生89人

本报6月16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16日，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
2015年上半年面向社会普通话水
平测试的考生，即日起可登录烟台
市语言文字网查询成绩。

领取《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
书》的考生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
件或复印件)和准考证到市语委办
领取。如代领《普通话水平测试等
级证书》，被委托人需携带委托人
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准考证。考生查
询成绩时先查看有无照片(或照片
是否合格)，若无(或不合格)，请在6

月17日前将照片发至邮箱ytywb@
ytedu.cn，否则不予发放。未在规定
时间内领取证书的考生将和2015

年下半年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
书一并发放。

普通话测试成绩

开始查询


	J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