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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22001199年年高高考考网网上上报报名名结结束束
明年夏季高考将是最后一届文科生和理科生的“谢幕考试”

明年高考

继续分春考和夏考

据悉，2019年山东省普通
高校考试招生继续实行分类考
试办法，即分为春季高考和夏
季高考。

春季高考为重点面向中等
职业学校毕业生，同时也面向
普通高中毕业生的统一招生考
试。由省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
试，统一评卷。

夏季高考为重点面向普通
高中毕业生，同时也面向中等
职业学校毕业生的统一招生考
试。执行全国统一的考试时间，
语文、数学、外语和综合科目使
用全国卷，由省统一组织考试，
统一评卷。

春季高考和夏季高考的报
名、考试与录取工作分开进行，
允许考生相互兼报。

高考报名分为网上填报信
息、现场资格审查及信息确认、
网上缴费3个阶段。春季高考和

夏季高考考生网上填报信息时
间均为2018年11月5日至13日
(工作日，每天9:00-17:00)。只报
考“3+4”转段的考生及兼报“3+
4”转段和春季高考的考生网上
填报信息时间为2018年11月28
日。

夏季高考

最后一年采用“3+综合”

据介绍，2019年春季高考
科目采用“知识+技能”模式，

“知识”部分考4科，为语文、数
学、英语及专业知识；“技能”部
分考专业基本技能。只报考“3+
4”转段考生的文化基础考试科
目为春季高考的语文、数学、英
语三科；兼报“3+4”转段和春季
高考的考生除参加上述三科考
试外，还要参加所选报春季高
考专业类别的专业知识考试和
技能测试。

夏季高考科目采用“3+综
合”模式。“3”指语文、数学、外
语3个科目，其中，数学分数学1

(适用于文史方向)和数学2(适
用于理工方向)；“综合”指综合
科目，分综合1(适用于文史方
向)和综合2(适用于理工方向)，
综合1包括政治、历史、地理3个
科目，综合2包括物理、化学、生
物3个科目。报考科类依然分为
文史、艺术文、体育、理工、艺术
理，考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报
其中一类。

值得关注的是，我省作为
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2019
年夏季高考将是最后一届“文
科生”和“理科生”的“谢幕考
试”。2020年我省高考将采用“3
+(6选3)”考试模式，即考生需要
在数学、语文、外语3个统考科
目之外，从思想政治、地理、历
史、化学、物理、生物6个学科中
自主选择3科作为等级考试科
目，纳入高考成绩。“6选3”的设
置将让传统意义上的“文综”

“理综”考试及“文科生”“理科
生”的存在成为历史。这也就意
味着，2019年是最后一年夏季
高考科目采用“3+综合”模式。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王晓玉) 近
日，教育部公示“国家中等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
划”第三批项目学校验收结果，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榜上有名，
通过国家示范学校验收。

据悉，全国有398所项目学
校进行了综合评议和全面复
核，389所项目学校通过验收，
正式确定为“国家中等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9所项
目学校未通过验收。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成立于
1982年，举办三二连读大专、普
通中专全日制教育，以建筑专
业为龙头，开设建筑、机电、财
会、学前教育、信息技术、城市
轨道交通六大类专业和土建类
春季高考班，为事业全额拨款
单位，隶属于烟台市芝罘区教
体局。目前在校生3761人，专任
教师224人。

学校具有30多年的职教办
学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积累了
比较丰富的职业教育办学经
验，形成了科学合理的办学理
念，办学条件日趋完善，办学水

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社会和
企业的广泛认可，为本地区甚
至全省、全国同类学校提供了
成功的办学经验，在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中起到了骨干、示范
和引领作用。

“在办学的过程中，学校注
重党建工作，创立‘崇德尚能先
锋行’党建品牌，极大地促进了
学校内涵发展。”烟台城乡建设
学校党委书记孙爱军说，“这个
过程中，我们要求全体党员‘三
为六有’：为人要高尚，为师要
儒雅，为教要虔诚；脸上有微
笑，眼中有关爱，口中有文雅，
手中有技能，脑中有创新，心中
有奉献。充分发挥‘一个组织一
面旗、一名党员一盏灯’的先锋
模范作用，为职业教育的发展，
为地方经济的腾飞，做出表率
作用。”

“我们把党建品牌创建与
当前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结合起
来，妥善处理好开展党建品牌
活动与做好日常教学工作的关
系，把活动开展的效果落实到
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上。”
孙爱军说，校党委同专业科、教

务科一起，鼓励和支持尤其是
年轻党员教师探索教育教学的
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促进
教学合一，开展多种形式的经
验交流和汇报会，提升业务能
力的同时，助推新型教学模式
的发展。

近年来，学校建立起了稳
固的实习就业基地，和山东德
信、红旗置业等30多家企业签
署了学生实习、就业协议，毕业
生的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8%以
上，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学校已
建立一套完整的技能大赛选
拔、训练、比赛体制机制，并不
断完善技能考核体系，近年来，
25人次获得省赛二等奖以上、
21人次获国赛三等奖以上，学
校技能大赛成绩在烟台市中职
学校中名列前茅。

“我们将以此次获评国家
级示范学校为契机，持续建设

‘崇德尚能先锋行’这一品牌。”
孙爱军说，“建立长效机制阶
段，切实使党建品牌创建的内
涵不断充实、品质不断提升、影
响力不断扩大，促进学校各项
事业的大发展。”

烟烟台台城城乡乡建建设设学学校校获获评评国国家家级级示示范范学学校校
党建树品牌“崇德尚能先锋行”，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招考部门提醒，考生要
正确选择报考科类(类别)和
外语考试语种。

春季高考分为18个专业
类别，分别为农林果蔬、畜牧
养殖、土建、机械、机电一体
化、电子电工、化工、服装、汽
车、信息技术、医药、护理、财
经、商贸、烹饪、旅游服务、文
秘服务、学前教育，考生必须
选择报考专业类别。

夏季高考报考科类分为
文史、艺术文、体育、理工、艺
术理，考生可根据自身情况
选报其中一类。

夏季高考艺术文类的文
化考试科目与文史类相同，
体育类及艺术理类的文化考
试科目与理工类相同。考生
可在英语、俄语、日语、法语、
德语、西班牙语中选考一门
外语，并在报名时注明。选考

语种不受科类的限制。
艺术类专业类别共分

为10类，包括美术类、文学
编导类、音乐类、舞蹈类、摄
影类、书法类、影视戏剧表
演类、服装表演类、播音主
持类、其他类。艺术类考生
应根据拟报考专业选择其
中一类。

考生要增强信息保护意
识和风险防范意识。登录密
码和短信验证密码的使用将
贯穿高考报名、缴费、打印准
考证、填报志愿等整个招生
过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使用、盗用考生本人密码，不
得干涉考生高考报名、密码
设置及志愿填报等行为。考
生应妥善保管本人登录密码
和短信验证密码，因考生本
人泄露密码而造成的一切后
果由考生自负。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烟台市2019年高考11月13日开始网上报名结束，2019年夏季高考科目采用“3+综合”模式，自

2020年起，将采用“3+(6选3)”考试模式，不分文理科。2019年夏季高考将是最后一届“文科生”和“理

科生”的“谢幕考试”。

22002200年年烟烟台台中中小小学学，，
全全部部配配齐齐配配足足体体育育教教师师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市教育局
获悉，日前烟台市教育局下
发《烟台市学校体育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年)》，烟台
将加大体育教师补充力度，
到2020年全部配齐配足中小
学体育教师。

各县市区要根据学校体
育教育教学的需要，加大体
育教师补充力度，到2020年
全部配齐配足中小学体育教
师。体育教师短缺的县市区
在新任教师招聘中要优先招
聘体育教师，可采取先面试
后笔试的办法，注重考察应
聘人员的体育技能和教学水
平。要采用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聘
用优秀教练员、运动员和有
体育特长的志愿人员到学校
担任兼职体育教师和带运动
队训练。市县教育行政部门
要积极组织中小学体育教师
全员培训，加快中青年体育
骨干教师培养，提高体育教
师的专业素质。

改善学校体育教学与
训练场地设施条件。各级
政 府 和 教 育 部 门 要 依 据

《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基本
办学条件标准》，把体育设

施列为学校标准化建设的
重要内容，到2020年，全部
按标准配齐中小学体育场
馆设施，配好体育器材，为
体育教师配备必要的教学
装备。各级体育部门应将
体育场馆和全民健身路径
等公共体育设施建在学校
或学校周边。

到2018年底，全市各级各
类学校全部按照国家课程标
准开齐开足体育课程，全部落
实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
活动，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达到
全省先进水平。到2020年，学校
全部配齐配足体育教师，体育
场馆设施和器材配备全部达
到省定办学标准，所有学校均
建有特色体育项目，业余训练
水平显著提高。

开展早操和冬季长跑等
集体性学生体育活动。各级
各类学校要每学年开展以

“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
操场”为主题的集体性学生
课外体育锻炼活动，坚持开
展学生冬季长跑等群体性体
育活动。寄宿制学校要坚持
早操制度。到2018年底，全市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明显改
善，体质健康水平位居全省
前列。

11月11日，山东工商
学院2019届毕业生校园
专场招聘会在学校体育
馆举行。

据介绍，2019年山东
工商学院毕业生5198人，
其中研究生9 8人，本科
4866人，专科234人。本次
招聘会共吸引来自省内
外的380余家企业，其中
上市公司330家，校友企
业40余家，教学与就业实
习基地10余家，共提供各
类岗位万余个。 本报记
者 李楠楠 摄影报道

山商举行毕业生校园招聘会

考生要保管好登录密码和短信验证密码

11月29日至12月6日考生网上缴费

夏季高考考生现场资格
审查及信息确认时间为2018
年11月14日至27日(工作日)，
其中，非应届毕业考生该项
工作时间为2018年11月23日
至27日(工作日)；春季高考考
生现场资格审查及信息确认
时间为2018年11月29日至12
月4日(含只报考“3+4”转段
的考生及兼报“3+4”转段和
春季高考的考生确认时间)。
考生应在信息确认通过后进
行网上缴费。未在规定时间

缴纳报名费及考试费的考生
将视为自行放弃报名及考试
资格。

网上缴费时间为2018年11
月29日至12月6日(工作日，每
天9:00-18:00)。考生应按照规定
缴纳报名费及考试费。春季高
考和夏季高考兼报的考生须
分别缴费。春季高考考生须同
时缴纳春季高考知识考试费
和春季高考技能考试费。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
讯员 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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