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3月4日讯（记者
尹明亮） 2018年高考，山东

将全部使用全国卷，全国卷试
题与山东卷到底有何差异？随
着教育部相继发布《2018年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大纲》和大纲说明，全国卷的试
卷结构、题型等方面已基本清
晰。齐鲁晚报联合全国23家主
流媒体教育专刊统筹策划，邀
请全国24省（自治区）24所名校
组编的《名校名师名卷———
2018全国24省（区）24名校高考

模拟试卷与提分要诀》（简称
《名校名师名卷》）已经出版，目
前正在接受考生预订。

《名校名师名卷》中不仅有模
拟题，还有各名校老师提供的备
考指导，共有120位名师参与精心
编撰，来自河北衡水中学、济南历
城二中、湖北华中师大第一附中
等24所各省名校。这些名校近三
年来高考一本院校录取率均位
居本省区前列，北大、清华录取人
数也均居本省区前列。其中，多所
名校在全国享有盛誉。

在2017年，《名校名师名卷》
在山东赢得了许多考生的认可。

“在报纸上看到今年的名师名卷
又开始预订了，替孙女感谢一下
你们，去年孙女考上了重点大
学。”一位济南的老读者告诉记
者，去年她给自己的孙女订了一
套理科的《名校名师名卷》，深受
孙女好评。

今年的《名校名师名卷》由
各校名师根据教育部新的高考
大纲进行了重新编纂，试题风格
紧扣高考全国卷。各校名师命制

2018年高考模拟试卷共计8套/
科目，文理科各32套试题，合编
组成《名校名师名卷》，目前已经
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
试卷预计在这一周就将到达山
东。

《名校名师名卷》每科由8套
试题组成，8套试题邀请24省（自
治区）每地一所最知名中学选派
各科名师分别参与组编，每套试
题由参编教师做针对性的重点、
难点解析。丛书全国统一零售价
为：语文44 .5元/册、数学（文科）

49 .5元/册、数学（理科）49 .5元/
册、英语44 .5元/册、文综59 .5元
/册、理综59 . 5元/册。文科和理
科每套4科4册，198元/套。

为了做好《名校名师名卷》
的征订工作，让考生和家长及时
拿到丛书，各地由统筹策划媒体
组织提前展开预订工作，本报承
担《名校名师名卷》在我省的预
订工作，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电
话、微信或上门预订。预订电话：
0531-85196197、13608929970（微
信同号）。

近期，社会上有部分培训
机构及个人假借日照职业技
术学院名义进行虚假招生宣
传和考试培训，为避免部分不
明真相的考生和家长上当受
骗，在此郑重声明：

1.日照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
单独招生严格按照山东省教育
厅要求，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
人进行招生代理，也未组织任
何单招考前辅导和培训班。

2 .请广大考生提高警惕，切
勿轻信任何机构或个人“保录
取”“内定名额”等虚假宣传。

3 .对任何单位或个人假
借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的名义
进行招生、宣传、辅导和培训，
我校保留依法追究的权利。

4 .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和
举报非法招生和虚假招生宣
传，必要时报警，以免造成损
失。如有疑问，请拨打我校招
生咨询电话：0633—7987111。
获取真实信息，请登录日照职
业技术学院招生信息网（http:
//gotorzu.rzpt.cn/）。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2018年3月2日

24省名师助力，高考全国卷不愁

《《名名校校名名师师名名卷卷》》本本周周面面世世，，预预订订要要快快哟哟

第第4455届届世世界界技技能能大大赛赛省省选选拔拔赛赛启启动动
重型车辆维修项目开“第一班车”，月内完成选拔

本报济南3月4日讯（见习
记者 王小涵 通讯员 任
庆凤 达庆珺） 4日，第45届
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
项目山东省选拔赛开幕式在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举行。在此
基础上，第45届世赛省选拔赛
51个项目将全面展开，预计3
月底完成选拔。

据了解，本次重型车辆维
修项目省选拔赛吸引了来自
全省11所院校的14名选手参
赛，其中，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汽车学院2名选手将参与角
逐。除此之外，汽车技术、机
电一体化、建筑金属构造等
项目同时开赛。这意味着经
过寒假紧张的备赛训练，选
手们迎来了通往世赛的“第
一关卡”。

在此期间，经过比拼，优
秀选手将进入山东省集训队，
经集训选拔后优胜者将参加
全国选拔赛，直至代表中国出
征在喀山举办的第45届世界
技能大赛。

近几年，山东交通技师学
院高度重视技能大赛，坚持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赛教融
合”的人才培养机制，学院师
生亦在各级各类技能竞赛中
屡获佳绩。三年来累计获得国
家级、省级竞赛奖项105人次。
在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选拔
赛中，有3名教师进入山东省
集训队教练组，3名学生进入
省集训队，1名学生获原型制
作项目全国选拔赛第3名并进
入国家集训队。

日日照照职职业业技技术术学学院院
关关于于22001188年年单单独独招招生生的的声声明明

本报记者 周国芳
实习生 韩晓婉

与同学进行模拟面试
找出自己的不足

应届毕业生秦然来自淄博
下辖的一个县城，他报考的岗
位是家乡国税系统的科员二岗
位。秦然的国考笔试成绩为
1 4 0 . 7分，超出面试分数线
17 . 9分，对于这个成绩，秦然
很满意。“我从去年7月份就报
了系统辅导班准备笔试，出来
成绩以后我还是很高兴的。”

对于自己的笔试成绩，秦然
没有觉得侥幸，他深知取得这个
成绩，与他平时的努力是分不开
的。一心奔着国税系统的秦然希
望自己工作后能够为家乡出一
分力。“心里有一种公仆意识，想
利用自己的会计专业知识为家
乡做出贡献。”秦然说。

“每天6点半起床，次日凌
晨接近1点睡觉。”这已经成了
秦然国考之路上的固定生物
钟。起床后，整理素材、背诵资
料，早饭后与同学进行模拟面
试，找出自己的不足，查缺补漏
以防遗漏重点知识点，秦然为
面试一点点地努力着。

相比秦然，济南一高校的应
届毕业生孟圆圆就没那么幸运
了。孟圆圆笔试成绩为115 .3分，

虽超出最低分数线25.3分，但比
面试分数线低1 . 4分。未进面试
让孟圆圆的心情很失落，她决定
集中精力备战省考。

“报班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效率和做题技巧上都有提高。但
最主要还是看自己的学习能力，
补习班里考得好的，也是自己本
身就好的，指望短期提很多分数
不太可能。”孟圆圆告诉记者。

据了解，今年在山东最低
面试分数的前十个岗位中，有9
个职位是国税。不过，排名第十
位的山东国家税务局的科员

（二）岗位，最低面试分数线仍
然是142分的高分。

3月中上旬集中面试
备考进入最后冲刺

根据考试安排，笔试成绩出
炉后，由面试单位自行安排组织
面试时间。据了解，部分岗位在2
月中旬已经面试完毕，其他大部
分岗位面试时间自3月8日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招考大户
的山东省国家税务局系统，面
试时间为3月14日-18日，国面
备考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针对今年国考面试的特
点，联创世华面试首席专家孙
建鹏分析，不同部门的差异性
增大。在考试时间方面，举例来
说，国税系统、海关的考试时间
是4个题20分钟，铁路公安则是

5个题25分钟；在题型方面，中
央部委多考查自我认知方面的
题目，而垂直系统如国税则不
会考查这类题目。

在专业性和针对性方面，孙
建鹏认为，题型不同，应对也不
同。像铁路公安多视频类型的
题，考查岗位职责等；海事局多
应急应变题，考查考生对应急问
题的处理；国税系统多为人际关
系与办公情境的结合。由此可
见，岗位的匹配性很明显。

此外，对于考生综合能力的
考查趋势越来越明显。往年，国面
考题多考查考生的综合分析能
力、计划组织能力，如今考查综合
能力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国税
系统为例，很多考题会把情景模
拟、人际关系、现场语言表达、应
急问题处理加以结合，所以对考

生来说，这些能力都是不可或缺
的。”孙建鹏说，考生在面试的时
候，需注重自己的综合能力来进
行较为系统的答题。

专家建议
内容为王答出亮点

进入冲刺阶段，最重要的
莫过于如何科学备考。对此，孙
建鹏建议，考生应注意有针对
性地练习，坚持内容为王，并要
在语言上达到有亮点和创新
点，提升高度，增加广度。

“首先，考生应该为面试做
好准备，把外在形象与内在内容
相结合。”孙建鹏建议，在外在形
象方面，考生应注意自己的服
装、发型、妆容等等，重点在于内
在，要有饱满的精神状态、放松

的积极心态。在答题时，要千万
注意语言的逻辑性和条理性。

在孙建鹏看来，面试最重
要的还是创新点和亮点。“现在
很多考生都有自己的基本思
路，如果要在面试中脱颖而出，
需注意在基本思路以外要答出
两三个亮点。”

据了解，今年的申论题目是
根据老子的“凿户牖以为室，当其
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
之以为用”来谈谈城市建设，不少
考生对此一头雾水，不知如何作
答。对此，专家建议，面试时要提
升语言的高度，运用多学科的知
识融合，有些题目对应分析会更
好一些，做到“别人答的我都答上
了，别人没想到的我更答上了”这
样一种状态才是最好状态。（文中
秦然、孟圆圆均为化名）

备备战战国国考考面面试试，，每每天天只只睡睡55个个来来小小时时
面试更注重“岗位匹配”，专家建议答出创新点

在漫长的等待中，国考笔试成绩公布，面试也在陆续进行。大
年初四，当大多数学生还在享受假期时，家住淄博的秦然已经回到
济南复习准备面试。据了解，除外交部等部门面试较早外，国税系
统及其他部门的面试时间多集中在3月中上旬。

2017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大批考生排队入场。（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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