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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77高高考考考考试试大大纲纲高高频频考考点点““来来袭袭””
《名校名师名卷》精准预测，助力高考冲刺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李楠
楠) 2017年高考部分科目使用
全国卷，山东考生适应全国卷最
快的方法就是，迅速调整，把握
全国卷出题方向，多做真题，提
升解题能力。2017年《名校名师名
卷》精准预测，助力高考冲刺。

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的安排：2017年山东省普通高
考外语、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
使用全国卷，山东省自行命制
语文、数学科目的试题。山东省
夏季高考英语科目2016年已经
使用了全国卷，到2018年，山东
省高考的语文和数学科目也将
使用全国卷。山东考生适应全
国卷最快的方法就是，迅速调
整，把握全国卷出题方向，多做
真题，提升解题能力。家校师生
共同努力，充分做好思想储备，

积极应对全国卷。
齐鲁晚报联合23省区主流

媒体与24所名校120位名师首
次跨界合作，服务高考最后冲
刺时刻！据统计，2016年高考

《名校名师名卷》与2016年全国
卷真题试题具有很高的相似
度。例如，语文科目押中全国Ⅱ
卷“名篇名句默写”三篇文章，
2016全国Ⅱ卷真题默写《蜀道
难》《阿旁宫赋》《孟子·鱼我所
欲也》，在2016高考《名校名师
名卷》试题中全部出现。2016年
高考《名校名师名卷》英语科
目，与全国Ⅰ卷相似考察点很
多，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英语作
文中，2016高考真题和名卷出
现高度相似题材，一个是写应
聘申请，另一个是应聘申请请
别人修改，这一考题有25分。

2016年高考《名校名师名
卷》与全国Ⅰ卷文科数学相似
题型总计111分，相似度高达
74%。全国Ⅱ卷文科数学中的真
题，有123分题在2016年高考《名
校名师名卷》中可以找到相似
题或同考点题，相似度达82%，
其中选择题中的集合、椭圆的
离心率、三角函数图像同考点

的试题出现高度形似题。全国
卷数学理科试题Ⅰ卷有97分，
Ⅱ卷有89分试题与2016年高考

《名校名师名卷》中试题相似，
相似度分别达到64%和59%。

不少家长在订阅过程中有
诸多疑问，比如有考生已经买
了许多模拟卷 ,2017年《名校名
师名卷》是不是发行晚啦？求精
莫贪多，一卷赢高考。2017年

《名校名师名卷》2月中旬面世,
此时正是冲刺备考的关键节
点。模拟卷很多，建议考生选择
含金量高的试卷练习。

2017年《名校名师名卷》出
题学校都是中国顶尖学校,出题
老师更是这些学校中的顶级名
师，他们对高考试卷的研究也
是顶尖水平，做这套卷会有很
多收获——— 如果会做,不仅是巩
固梳理,而且可提振信心，帮助
考生高考时超常发挥；如果不
会做，查缺补漏,帮助考生攻克
疑难问题赢取高考。可以说，
2017年《名校名师名卷》是拔高
卷、提分卷。

另有考生疑问，2017年高
考，山东省是两门全国卷，两门
山东卷，名师名卷是否适用?这

么多学校出卷，是否适合山东
省考生使用？专家研究 ,从2016
年高考试题来看，国家教育部
在同一考纲下命制的三套试题
以及地方卷，在考点、题型、试
卷结构上基本一致，仅在试题
分值、难易程度等有所区分，所
以，该套卷子，对于使用全国卷
和地方卷的考生来说,都是非常
适用的。

“这份高考模拟卷，是不
是只适合名校、学习好的考生
用?我家孩子学习成绩不算最
好的 ,这份考卷适用吗？”在订
阅过程中，不少家长担心考卷
题目太难或者太容易，不适合
自家孩子。据了解，2017年《名
校名师名卷》是仿真模拟，贴
近高考，按照最新考纲编写，
以“通用+实用”为特点，关键
是让考生吃透题目和大纲精
神。无论是成绩优异还是成绩
普通的考生 ,都能从考卷中收
获颇丰。

另外，针对价格的问题 ,
2 0 1 7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
是国内2 4省区使用全国卷的
24所顶级名校，首次联袂推出
的高考模拟试卷，2 4所名校

120位名师团队多维度、全视
野模拟高考，原创编写，阵容
之强、规格之高前所未有。另
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支付
名师稿酬买版权，精心设计，
试卷使用价值极高 , 物超所
值。

48套试题组成
全国24省(区)同步接
受预订

2017年高考《名校名师名
卷》全国24省区预订已启动，齐
鲁晚报是山东省独家代理。《名
校名师名卷》文科和理科每套4
科4册，售价198元，省内省外邮
费均为10元，需要邮寄共付208
元。

《名校名师名卷》咨询预订
电话：6610123(上班时间拨打)、
15063815716李老师。

现场预订地址：烟台市环
山路3号润利大厦316室齐鲁晚
报烟台教育工作室。

微信转账：微信号与手机
号同步，15063815716操作步骤：
微信添加好友，留言:家长姓名+
预定试卷(文/理)，直接转账对
方。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
员 刘宗俊) 日前，烟台汽车工程职业
学院宣传部召开近期重点工作部署推进
会，传达省、市、区有关会议精神，总结开
学初各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重点工作推
进意见和措施，宣传部长赵桂平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上，首先传达了全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全市统战部长会议、烟台市争
创全国文明城市“五连冠”会议及全区宣
传文化工作会议主要精神。强调今后工作
中，要更加突出思想政治工作在统一思
想、巩固基础、引领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
主体作用，创新方式手段，抓稳抓牢意识
形态主导权和舆论控制权，始终沿着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强化统战工作在团结带领
校内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
族师生、归国留学人员及新阶层人士，在
促进学院发展、凝聚人心、汇聚智慧和力
量方面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多做强基础、
保稳定、暖人心、促和谐的实事好事。要振
奋精神，按照市委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五
连冠”的部署要求，结合我院创建省级文
明单位的具体实际，对照标准要求，查找
不足，分析原因，按照时间节点和任务要
求，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高质量完成。
强调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传播好党
的主流声音，用先进的党的思想理论引领
学生成长成才。

会议要求，要强化底线思维和规矩意
识，不逾矩，不越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要对工作抱有敬畏之心，提振精神，力戒

“过得去”，对标“过得硬”；要对照年初制
定的工作配档表，按照职责分工和时间要
求，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项一项抓落实，聚
精会神求突破，确保各项工作扎实开展、
高标准推进；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提升
工作能力，推动整体工作上层次、上水平。

撸起袖子加油干，奋发有为谱新篇。
今年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也是学院争
创省优质校的建设之年，新的形势对宣传
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宣传部将高
点起步，负重奋进，有效发挥凝神聚力的
思想引领作用，在巩固阵地、强基固本、引
导舆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厚植文化根
基等方面，实现新的更大作为。

山工商发布毕业生就业报告

财财经经类类热热门门专专业业就就业业遇遇冷冷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李楠楠)

近日，山东工商学院发布了2016届毕
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全校47个本
科专业就业率排名中，作为高考中报
考火爆的财经专业就业遇冷，其中会
计学位全校就业率倒数第三。就业的
本科生月工资最低1000元。

据介绍，山工商2016届毕业生共
计5189人，涵盖本科、专科两个学历
层次。其中，本科4754人，占91 . 62%；专
科435人，占8 . 38%。毕业生人数最多
的是国际教育学院(本科)，共897人，
占17 . 29%；工商管理学院和会计学院
人数也较多，都超过500人。截至报告
期，2016届毕业生实现就业5044人，学
校总体就业率为97 . 21%。本科生实现
就业4610人，就业率为96 . 97%；专科生
实现就业434人，就业率为99 . 77%。

截至报告期，本科47个专业，就
业率全部达92%以上，其中电子科学
与技术、资产评估、酒店管理等10个
专业就业率达100%；专科6个专业，就
业率都达98%以上，其中计算机应用
技术等5个专业就业率达100%。

就业率靠后的十个专业是劳动
关系、英语、会计学、财政学、编辑出
版学、经济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人力
资源管理、法学、审计学，其中劳动关
系专业就业率最低，为92%。

近年来，财经类高校招生火爆，
山东工商学院作为省内仅有2所财经
类高校之一，学校招生录取分数逐年
稳步提高，生源质量显著提升。考生
报考该校的财经类热门专业需要接
近一本分数线。以2016年为例，山东
理科一本线537分，山东工商学院在
会计学专业录取最低分537分，正好
是一本线，最高分574分，高出一本线
37分。由此看来，高考报考的热门专
业就业时不一定热门。热门专业随着
社会发展等情况的变化，热门程度会
相应发生变化，考生应理性对待所谓
的热门专业。

2016届毕业生就业地域以山东
省内为主，省内就业毕业生占已就业
毕业生总数的74%以上，尤其学校所
在地烟台，接收毕业生人数占已就业
毕业生总数的41 . 83%；到省外就业的

毕业生人数占20 . 49%。企业是接收本
校毕业生就业的大户，占已就业毕业
生总数的83 . 96%(其中，国有企业占
11 . 38%，非国有企业占72 . 58%)；另外，
事业单位占 3 . 9 3 % ，党政机关占
2 . 13%，其他性质单位占9 . 98%。

流向较多的七个行业分别是：卫
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13 . 58%)，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0 . 93%)，制
造业(10 . 93%)，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9 . 08%)，金融业(8 . 47%)，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8 . 11%)，批发和零售
业(7 . 71%)，以上七个行业接收人数占
已就业毕业生总数的68 . 81%。

对毕业生当前工作情况的调查
数据显示，44 . 98%的毕业生对当前工
作表示“非常满意”。专业对口率调查
数据显示，“非常对口”占40 . 77%。调
查过程中，共有1202人晒出了当前的
月收入，其中最高20000元，最低1000
元，平均月收入为4194 . 76元。从不同
学历毕业生的当前月收入平均值看，
本科生为4230 . 42元，专科生为3895 . 55
元。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召开重点工作部署推进会

学学雷雷锋锋
在在行行动动

近日，烟台职业
学院2017年学雷锋
活动全面启动，其中
会计系志愿服务分
队开展了“海洋环保
志愿服务活动”。志
愿者们对第一海水
浴场海边的垃圾进
行了清理，发放“海
洋垃圾防治”知识宣
传单，让大家了解了

“海洋垃圾”的危害。
本报记者 李楠

楠 通讯员 宫珮
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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