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今年年高高考考1100个个文文化化生生有有55个个能能上上本本科科
普通文理类本科录取率达51.7%，比去年高了2.7个百分点

普通文理类
半数能上本科,比去年又有提高

目前，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
通批录取结束，加上之前本科提前批和
自主招生批，普通文理类在本科批次共
录取220932人，而今年实际参加高考的
普通文理考生共有427262人，这样算来，
普通文理类本科录取率是51 . 7%，比去年
高了2 . 7个百分点。

今年本科批次录取工作7月2日开
始，于8月2日顺利结束。其中本科提前批
录取自7月2日开始，于7月13日结束，本
批次共录取18440人，其中：普通文科
2370人、普通理科6978人，艺术文科7867
人、艺术理科939人，高水平运动员203
人，春季高考83人。本科提前批文理共录
取9348人。

自主招生批录取自7月16日至17日
进行，该批次共录取2889人。

本科普通批录取自7月15日开始，于
8月2日结束，本批次共录取256266人。其
中，文科46860人，理科161835人，体育类
3869人，艺术文26078人，艺术理5972人，
春季高考11652人。本科普通批文理共录
取208695人。

本科三个批次中文理类共录取了
220932人。今年夏季高考编场考生按科

类分，文史类151558人，艺术文85479人，
体育类15529人，理工类275704人，艺术理
20651人。实际参加高考的普通文理考生
共有427262人。这样算来，普通文理类本
科录取率是51 . 7%，比去年高了2 . 7个百
分点。也就是说，夏季高考普通文理类
考生中，10个人中就有5个能上本科。

学艺术考本科是捷径？NO！
录取率38.5%，比文理类低13.2%

今年学艺术考大学也不是一条捷
径，其本科录取率远不及普通文理类，
相比普通文理51 . 7%的本科录取率，艺术
类本科录取率只有38 . 5%。

今年夏季高考编场考生按科类分，
文史类151558人，艺术文85479人，体育类
15529人，理工类275704人，艺术理20651
人。实际参加高考的艺术生共有106130
人。

艺术类在本科批次涉及两个批次
的录取，分别是本科提前批和本科普通
批。其中本科提前批艺术文科录取7867
人、艺术理科录取939人；本科普通批录
取艺术文26078人，艺术理5972人。

因此，艺术类在本科共录取了40856
人，而实际参加高考的艺术生共有
1 0 6 1 3 0人，故艺术类本科录取率是
38 . 5%。

本科文理类共录取了220932人，参
加高考的普通文理考生共有427262人，
普通文理类本科录取率是51 . 7%，比艺术
类高出13 . 2%。

主要原因也是参考的人数变化。从
今年实际参加考试的考生来看，与去年
相比，普通文史类和普通理工类考生人
数都有所下降，普通类考生总体比去年
减少了25681人。艺术和体育考生方面，
均比去年有所增加，艺术和体育类考生
比去年总体增加了6643人。

本科综合录取率42.1%
今年高考每100名考生42人读本！

8月2日省考试院公布本科普通批共
录取256266人，加上之前本科提前批录
取18440人，自主招生批录取2889人，今
年山东高考本科批共录取277595人，其
中春季高考共录取了11735人，夏季高考
共录取了265860人。

今年山东省夏季高考报名人数为
583052人，实际参加编排考场的考生
548921人。参加春季高考人数为76525人，
综合计算下来今年共有659577人报名参
加了高考。

按照本科层次共录取277595人计
算，今年山东本科层次的录取率为
42 . 1%，较去年本科层次录取率高出了
2 . 9个百分点。

其中，2017年夏季高考实际参加编
排考场的考生548921人，录取265860人
计算，今年夏季高考的录取率高达
48 . 4%。

今年春季高考报名参考人数为
76525人，录取人数为11735人，这样计算
下来春季高考录取率为15 . 3%。比去年的
11 . 2%，提高了4 . 1个百分点，这一增幅还
是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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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阳阳开开展展第第二二期期暑暑期期幼幼儿儿教教师师技技能能培培训训活活动动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李珊珊)

为贯彻落实《3-6岁儿童
学习与发展指南》文件要
求，提升幼儿教师专业化水
平，近日，海阳市组织全市
幼儿教师开展了第二期幼
儿教师技能培训活动，108名
幼儿教师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省音乐
家协会会员、省教育委员会
艺术考级专家评审张军老
师担任主讲。讲座从乐理知
识入手，以实用技能教学为
主，采取边讲解演示，边操
作实践的方式对教师们进
行了系统地培训。精彩的授
课，激发了教师们的学习热
情，大家认真听讲、虚心请
教，受益匪浅。

培训结束后，教师们表
示一定会加强练习，不断提
升自身的专业技能，将本次

所学真正运用到实际教学
中，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服
务。

市市教教育育局局举举办办全全市市小小学学英英语语骨骨干干教教师师培培训训班班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董明冈)

8月1日上午，市教育局委
托英国才奕国际教育集团举
办的全市小学英语骨干教师
培训班在鲁东大学开班，全
市100名小学英语骨干教师
将参加为期10天的集中培
训。

此次培训，全部由外籍
英语教育专家授课，采取小
班化、走班教学的形式，培
训内容涉及英语口语、听力
教学、写作教学、阅读教学、
英语教学理论、英语国家文
化文学介绍和课堂管理等
课程，旨在帮助参训教师进
一步加深对先进教育教学
理念的认识，掌握先进的英
语教学方法，提高英语教育
教学水平，促进教师的专业
发展。

自 2 0 0 6年以来，烟台
市积极实施“中小学英语
骨干教师境外培训工程”，
先后分4批选派了120多名
英 语 骨 干 教 师 赴 英 国 培
训。近几年来，又采取“请
进来”的方式，对中小学英

语 骨 干 教 师 进 行 集 中 培
训，扩大了培训覆盖面，累
计培训教师 1 0 0 0多人，极
大 提 升 了 参 训 教 师 的 口
语、听力水平和教学能力，
对烟台市中小学英语教育
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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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小学英语骨干教师培训班现场。

长岛县公开招聘17名中小学教师

3日，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2017年长岛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中小学教师17名。自简章发布之日起即可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17
年8月8日17：00。

应聘人员须为1976年7月26日(含)以后出生。海外留学人员获得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授权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位、
学历认证后，可报考招聘同等学历层次国家统招全日制毕业生的岗
位。已经就业或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毕业生须用人单位出具同意报考
证明。中小学教师报考，须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自简章发布之日起即可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8月8日17：
00。现场资格审查地点：长岛县教育体育局二楼政工科。现场资格
审查时间：2017年8月10日至8月11日上午12点。上午9：00-12:00，下午
3:00-6:00。本次招聘考试采取先面试后笔试的方式进行。面试时间：
2017年8月12日。根据面试成绩，按招聘岗位人数1:5的比例，由高分
到低分确定进入笔试人员；达不到规定比例的，按实有合格人数确
定进入笔试范围。面试成绩低于60分的，不进入笔试范围。

各招聘岗位笔试均考一科。笔试内容为教学基础知识(包括教育
学、心理学等专业知识)，面试第二天进行笔试，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咨询电话：0535-3211149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海阳市第二期暑期幼儿教师技能培训现场。

烟台22名教师入选
山东省第9批特级教师公示名单

近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第九批山东省特级教师公示名单公
布，全省共有360名教师入选，烟台有22名教师位列其中。

烟台22名教师包括烟台一职孙丽，烟台市市级机关幼儿园园
长朱续杰，烟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理论室主任于伟，烟台市教育装
备与技术研究中心刘新娟，烟台二中焦咏梅，烟台一中孙奕，烟台
三中周春梅，烟台十四中张永芳，烟台外国语实验学校程波，烟台
市芝罘区工人子女小学李昕蔚，烟台市牟平区第二实验小学校长
姜曰美，烟台市牟平区玉林店镇初级中学于环，牟平区莒格庄镇中
心小学于巧，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初级中学副校长林海燕，龙
口经济开发区大牟家小学吕晖，莱州市第一中学王睿，莱州市实验
中学武建君，烟台莱州市双语学校李艳；莱州市柞村镇中心小学丁
国红，栖霞市机关幼儿园赵爱华，烟台市栖霞市庙后镇中学林国
经，海阳市凤城街道中心小学刘云霞。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目前,我省2017年高考本科批次录取已结束。根据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公布的数据看,今年我省本科录取率有所回升,达42.1%。实际参加考试考

生的普通文理类本科录取率为51.7%,比去年高了2.7个百分点。也就说今

年普通文理类考生半数能上本科。

葛头条链接

明年高考全部科目回归“国家队”

2018年山东高考语文和数学科目也要使用全国卷，全部科目都
回归“国家队”。新高考将在2020年正式实施，2017年秋季入学的高
一新生将成为首批参考者。他们的夏季高考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
文、数学、外语和考生选考的3科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成绩
组成。其中语文、数学、外语为全国统考科目，各科满分分值为150
分，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

纳入高考录取的等级考试科目，由考生根据自身特长和兴趣爱
好，结合高校招生对等级考试科目组合的要求，从思想政治、历史、
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个等级考试科目中选择3个科目，这就是“3+
3”高考模式。这有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避免严重偏科现象。

本报记者 李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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