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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5月8日讯（记者
郭立伟） 8日上午，教育部

组织召开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
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2018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
人数达到975万人，比去年增加
35万人。其中，山东省高考人数
为59 . 2万人，居全国第三,第一
位是广东，第二位是河南。

会议上强调，高考安全是
高考工作的重中之重，牵动着
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心，要严守
保密底线，严格保密管理，强化
专项保密检查，确保试题试卷

和考生信息安全，要严肃考风
考纪，强化考点技防工程，健全
考试招生诚信体系，强化考试
队伍建设，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调联
动，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营造
良好考试环境。要认真做好招
生录取工作，严格规范管理，加
强信息公开，认真落实监管责
任，加大违规查处力度，严厉打
击特殊类型招生中证书、发明
造假行为。

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
后，一年一度的高考工作也

正式拉开帷幕。为服务广大
考生，由山东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委托,官方唯一指定的省
级 高 考 招 生 咨 询 平 台 — ——
2018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
暨齐鲁晚报志愿填报网博会
正式启动。

从2003年开始,齐鲁晚报
已经连续举办了15届山东高考
招生咨询会,这也是山东省内
影响最大、最具权威性的高考
招生咨询会。2018年,山东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继续委托齐鲁晚
报联合《现代教育》杂志社在济

南、青岛、济宁和枣庄举办第16
届山东省高考招生咨询会,这
也是山东省招考院唯一指定的
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高考招
生咨询会。此外,齐鲁晚报还将
在聊城、淄博、滨州、临沂、烟台
等重点生源地组织高招会,九
地联动,服务更多的高考学生。

山东考生众多，尤其是去
年本科批次合并后，山东省本
科批次合并,原有的报考数据
失去部分参考价值，志愿填报
成为难题。俗话说，“考得好并
不如报得好”，也因此催生了社

会上各类志愿填报机构。但是，
很多商业志愿填报机构鱼龙混
杂，利用考生的信任，谋取利
益。

今年的高招会上,齐鲁晚
报根据2017年报考情况打造高
考主题数据中心,考生可以在
此获得精准的报考数据服务。
除此之外，为了服务广大考生，
本报开设填报志愿网站，在壹
点客户端开设专题，同时联合
多家国内知名志愿填报机构为
考生、家长服务，提供最权威、
最准确的志愿填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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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和省内9所高校综合评价招生启动

招招生生规规模模扩扩大大，，录录取取门门槛槛降降低低

本报记者 郭立伟

高校自定录取分数线

8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
于做好2018年普通本科高校
综合评价招生试点工作的通
知》，今年综合评价招生试点
工作全面启动，有10所本科高
校在山东开展综合评价招生
试点工作，其中包括省内9所
院校，以及浙江大学。

自去年本科批次合并后，
要求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最低
控制分数线按高考成绩由试
点高校自行确定，但不得低于
我省首次划定的本科普通批
录取控制分数线。

记者了解到，省内试点高
校包括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
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哈
尔滨工业大学（威海）、青岛大
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科技
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山东财
经大学9所本科高校。

试点高校要在综合评价
招生报名前公布本校分专业
招生计划及考生报考条件，明
确网上报名时间、报名办法、
报考要求、录取程序、录取标
准等。报考要求应对考生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
质评价设置前置条件，要将学
生社区服务、社会实践经历、
研究型学习情况和自主选修
学分学习情况等作为综合素
质材料初审的重要内容和进
入面试的必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再次
对诚信高考作出了要求。考生
可根据本人情况和高校要求
自主报考，如实提供相关报考
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对
查实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考
生，由高校依照相关规定取消
其综合评价招生相应资格，并
将有关情况通报省教育招生
考试院，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依照相关规定取消其高考相
应资格。

山大今年多招80人

记者查看各院校的招生
简章，招生规模扩大是各院校

的普遍特征。其中，山东大学
去年招生100人，今年招生180
人。不仅如此，山东大学今年
的招生专业也作了调整，不再
局限于青岛校区的专业。除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
之外，其他专业全部调整为济
南校区的专业，山大的化学类
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这次
也列入综合评价招生计划。另
外，像能源动力类、电子信息
类、自动化类都是山大的优势
专业。

今年综合评价招生各试
点院校中，录取门槛变化最大
的莫过于山东大学了。在去
年，山大的录取条件是文科全
省 3 0 0 0 名以内、理科全省
10000名以内的考生才可以填
报。而今年，山大要求考生高
考成绩必须位于2018年山东
省普通高校文科前5000名或
理科前15000名。这样一来，文
科录取门槛降低2000位次、理
科降低5000个位次。

从分数线上来看，假如以
2017年一分一段表为例分析，
2017年文科全省最接近3000
名的是第3043名考生，其对应
的分数是5 8 8分，而全省第
5138名考生对应的分数是576
分。也就是说，文科门槛降低
了2000个位次，大致相当于降
低了12分左右。同样，理科大
致也相当于降低了12分左右。

不只是山大，部分省属院
校今年在综合评价招生方面
也拿出了诚意。山东财经大学
去年要求高考分数文科个人
全省位次不低于19000名、理
科个人全省位次不低于80000
名，而今年这一要求改为入围
学生夏季高考成绩须不低于
山东省2018年普通高校自主
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线
下20分以上。

同样，山东师范大学今年
要求报考数学与应用数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学、化
学、物理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的考生，高考成绩须达到山东
省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
考线线下20分以上；报考学前
教育专业的考生，高考成绩须
达到山东省自主招生最低录
取控制参考线线下30分以上。

而在去年，要求获得学校入围
资格的考生，高考成绩必须达
到山东省自主招生最低控制
参考线。

考核注重综合素养

2016年开始，山东省在省
内9所院校进行综合评价招生
的试点工作，经过两年的试
点，各院校慢慢探索出符合各
学校特色的综合素质评价方
式。根据要求，试点高校要认
真研究制定科学规范的考生
高中阶段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和办法，组织有关专家、教师
等专业人员按照相关办法要
求，对考生的高中阶段学生综
合素质档案材料进行研究分
析，采取集体评议等方式对考
生综合素质情况做出客观评
价。

以山东财经大学为例，今
年考核方式分为笔试和面试。
考生先进行笔试，笔试科目为
1门（含数学、阅读、英语、财经
素养等内容），均为选择题，采
用机读卡答题，满分100分。学
校视学生来校参加笔试情况，
分科类划定笔试成绩合格线，
确定面试资格名单。面试采用
无领导小组讨论进行，满分
100分，学校考核成绩=（笔试
成绩+面试成绩）/2。而在去
年，只有面试是一种形式。

山东大学2016年考核以
面试为主，去年开始将视报名
人数采用“笔试+面试”或只采
用面试方式考核，重点考查学
生的科学精神、创新素质及综
合素养。中国石油大学2016年
校考采取笔试形式，去年开始
校考采取面试方式，面试分为
文科组和理科组两类，每组5
名面试专家，主要考查学生的
学业水平、综合素质、心理健
康等。

山东师范大学去年由笔
试和面试组成，重点考核学生
的专业素养、专业潜质和综合
素质。今年学校根据招生计划
设置，分专业进行考查。青岛
大学综合测试也是面试，与去
年不同，也是强调按专业组分
类进行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
专业素养和专业潜质。

8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本科高校综合评价招生试点工作的
通知》，省内9所试点院校也发布了招生简章。与去年相比，各个院校的招生计划变化较
大，山东大学扩招了80个计划，部分省属院校扩招力度也不小。另外，部分院校降低了
准入门槛，各个院校的综合评价方式也更加多元。

学校 2018年计划 2017年计划

山东大学 180 100

中国海洋大学 60 5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90 90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70 71

山东师范大学 210 150

青岛大学 230 150

山东科技大学 180 180

青岛科技大学 130 120

山东财经大学 120 100

已经通过我省当年夏季高考报名并符合
试点高校具体报考条件的考生，均可报考综合
评价招生。

报
名

考生须知

考生须按照要求分别参加我省夏季高考
统一报名和试点高校综合评价招生报名。

考
试

考生综合成绩由试点高校依据高考成绩、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高校考核成绩（含综
合素质评价成绩），按一定比例计算形成。其
中，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50%，其余两
项占比由试点高校自行确定。

成
绩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高考成绩由试点
高校自行确定，但不得低于我省首次划定的本
科普通批录取控制分数线。

录
取

省直机关“青春知行”标识和主题语揭晓

本报讯 5月8日下午，在省直机关庆祝五四青年节暨“青春知行”
青年大学习推进会上，由齐鲁壹点官方客户端参与征集的省直机关青
年工作“青春知行”标识和主题语揭晓并发布。

深圳0798设计事务所设计总监陈新华创作的标识作品被确定
为“青春知行”标识；“青取于蓝·知真行远”“以知促行·以行求知”
被确定为“青春知行”主题语。

“青春知行”是省直机关青年工作着重打造的特色品牌，将作
为省直机关青年工作的统领品牌使用，省直机关各级团组织开展
活动时可使用该品牌。 （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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