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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7月10日报志愿，共分为四个批次录取

今今年年高高考考““33++22””计计划划招招55332200人人
烟台有5所高职院校列入试点计划招生

烟烟台台今今年年招招556633名名公公费费师师范范生生
上学免学费有补贴，毕业有编有岗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李
楠楠) 6月14日，随着最后一门
英语科目考试的结束，烟台市
2019年中考正式结束。下一站
高中！考生可在6月30日查询成
绩，7月10日起填报中考志愿。

6月14日下午4点半，中考
英语考试结束，考生们走出考
场一脸轻松。“终于考完了。”在
芝罘中学考点外面的家长迅速
围拢过来，有的送上早已准备
好的鲜花，有的第一时间合影
留念……

据悉，2019年全市初中毕
业生总数4 . 5万人，比去年减少
近4000人，今年参加中考的初
四考生有42333人。2019年全市
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为28057人，
招生比例比去年增加近2个百
分点。

中考结束后，开始网上阅
卷。6月30日，考生可网上查询

成 绩 ，查 询 网 址 ：h t t p : / /
221 . 0 . 94 . 168/。为防止网络拥
堵，查询方式采取分片分时：6
月30日上午8：30，六区考生开
始查询；上午9:30，全市所有考
生均可查询。

考生在7月10日至11日期
间每天8:30-17:00通过平台填报
志愿，填报志愿的网址为：http:
//221 . 0 . 94 . 168/。填报程序和方
法：考生凭学籍号和密码，通过
互联网登录全市统一的招生录
取工作平台填报志愿。考生完
成志愿选择后，要点击“提交保
存志愿”按钮，显示成功后按退
出按钮正常退出。志愿成功提
交后每名考生只有三次修订机
会。考生填报志愿以规定时间
内最后一次填报(修改)确认的
信息为准。网上填报志愿完成
后任何人不能再进行志愿修
订。如原登记的联系电话有误

或已更改，考生填报志愿时需
重新登记联系电话。7月12日(即
填报志愿结束后次日)，考生须
到原就读初中学校打印志愿确
认表，由学生和家长签字后交
原初中学校。如考生未到校进
行志愿确认，不能参加“3+4”本
科、普通高中和高职招生录取。
志愿必须由考生本人或家长填
报，不得由他人代替。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误导、阻碍考生自
主选择志愿。

烟台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共分为四个批次：第一批次为

“3+4”本科，录取时间为7月13
日至15日；第二批次为普通高
中，录取时间为7月17日至7月23
日；第三批次为高职，录取时间
为7月24日至8月5日；第四批次
为普通中专、职业中专和技工
学校，录取时间为8月7日至8
日。

录取工作由第一批次开始
依次进行，四个批次依据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语文、数学、英
语、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地
理、生物、信息技术、体育、物理
实验操作、化学实验操作和生

物实验操作14科总成绩录取，
艺术素质测评成绩作为普通高
中自主特长招生的参考，不计
入考试总成绩。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结果作为高中学校录取新
生的参考。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山东省教
育厅获悉，2019年高考“3+2”
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试点计
划招5320人，烟台有5所高职
院校位列其中。

日前，省教育厅下发
《关于下达 2 0 1 9年职业院
校与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分
段培养试点任务的通知》，
今年“ 3 + 2”对口贯通分段
培养试点高职高专院校50
所，共计 1 0 0个专业点，衔
接本科高校 2 8所，招生规
模5320人。烟台有5所高职
位列其中，分别是烟台职
业学院工程造价专业衔接
青岛农业大学招 4 0人，汽

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衔
接鲁东大学计划招 8 0人，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衔接
青 岛 科 技 大 学 计 划 招 8 0
人；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
衔 接 滨 州 学 院 计 划 招 4 0
人，机电一体化专业衔接
烟台大学计划招 4 0人。除
此之外还有山东中医药高
专，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和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等高校。

据悉，“ 3 + 2”贯通培
养高职阶段招生范围为已
参加山东省2019年夏季普
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且
高考成绩达到山东省首次

划定的本科普通批录取控
制线下5 0分 (含 )以内的考
生。

“3+2”对口贯通培养考
生录取由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统一组织，考生在专科(高
职)普通批按文史类或理工
类填报志愿，由高职院校根
据高考录取规则录取并办
理录取手续。

职业院校与本科高校
对口贯通分段培养是山东
省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层次
技术型、工程型以及其他应
用型、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探
索。

同时，山东省教育厅

将开展对口贯通分段培养
质量检查与评估，培养质
量与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
升计划项目安排和资金分
配挂钩。对办学质量高、合
作成效好的专业点给予奖
励。对办学质量低、合作成
效差的专业点予以通报，
转段考试通过率低于6 0%
的专业点，暂停1年招生资
格，整改后经检查评估培
养 质 量 仍 然 达 不 到 要 求
的，停止继续招生资格；连
续 2年转段考试通过率低
于80%的专业点，直接停止
继续招生资格，健全有增
有减、优胜劣汰的动态调
整机制。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李楠楠) 有志于教育事业
当老师的广大烟台高考生
注意啦！今年烟台招563名
公费师范生，报考录取后，
上学免学费有补贴，毕业当
老师进事业编。烟台考生过
本科线就有资格报考，提前
批录取，不影响后面批次录
取。

记者从山东省教育厅
获悉，2019年我省继续实施
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公费
师范生培养任务由山东师
范大学、青岛大学、济南大
学、山东理工大学、曲阜师
范大学、聊城大学、鲁东大
学、临沂大学、齐鲁师范学
院、山东女子学院、潍坊学
院、泰山学院、滨州学院、枣

庄学院、菏泽学院、济宁学
院、德州学院等17所高校承
担。

全省安排公费师范生
招生计划5000人，其中烟台
563人。报考考生要求热爱
所报考专业及将来从事职
业，品行良好，遵纪守法。
本科层次公费生须通过山
东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报名且夏季高考成绩不
低于我省首次划定的本科
普通批最低录取控制线。
自愿承诺签订并履行公费
生协议，其中公费师范生
要保证毕业后在定向就业
单位工作不少于6年。报考
公费师范生要具备认定教
师资格或医师资格的身体
条件等。

符合招录条件的考生
可在本科提前批次志愿中
填报“公费师范生”院校和
专业志愿。报考公费生的
考生填报 1个院校志愿和
若干个专业志愿，专业志
愿由“专业+定向就业市”
构成，专业志愿设是否服
从调剂志愿，选择服从专

业调剂的考生视为认同任
何调剂专业和任何就业市
方向。如有招生计划未完
成，则设一次征集志愿，征
集志愿设置与第一次填报
志愿相同，同时设院校是
否服从调剂志愿，选择服
从院校调剂的考生视为认
同调剂院校的任何专业和
就业市方向。

公费师范生在本科提
前批次录取。对达到或超过
首次划定的本科普通批录
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依据其志愿，
根据从高分到低分的原则，
按高校招生计划1：3比例投
档。招生院校应制定科学的
录取办法，按照分数优先的
原则根据考生填报的专业
志愿和各专业分市计划择
优录取。

公费生入学前需与培
养学校和定向就业市有关
部门签订公费教育协议书。
录取工作完成后，由培养学
校将经各定向就业市有关
部门签章的《公费教育协议
书》随《录取通知书》一并寄

送给录取为公费生的考生，
考生持《录取通知书》和经
考生本人及其监护人签字
的公费教育协议书，按培养
学校规定时间及要求报到
入学。

据悉，公费师范生连续
几年报考火爆，其中免学
费、免住宿费、补助生活费，
是吸引考生报考的一个重
要原因。但对考生最具吸引
力的还是毕业后能当老师，
而且“有编有岗”。到农村任
教不少于6年，似乎并没有
阻碍考生报考。“教师工作
一直受考生和家长们的追
捧。如果不是走公费师范
生，走常规渠道当老师，最
后的竞争会特别激烈。”一
所在高校有多年招生经验
的负责人说。

对于有志向从事教育
工作的考生来说，这等于是
早一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同时，公费师范招生对家庭
经济比较困难的考生来说，
能够省去学杂费，还有一定
的补贴，确实能够减轻家庭
经济负担。

烟台职业学院
举办第四期“学工讲堂”

6月14日，烟台职业学院组织教职
员工走进胶东革命纪念馆和万华、张
裕两个工业园，开展第四期“学工讲
堂”活动。全院各系学生工作负责人、
团总支书记(学生科科长)、辅导员共72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学工队伍首先走进胶东革命纪念
馆，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回顾了近代以
来胶东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
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壮丽历史。参观
活动后，大家在纪念馆报告厅聆听了
中共烟台市芝罘区委党校教研室副主
任王琪做的题为《坚定政治信仰，做知
行合一的共产党员》的报告。

课程结束后，学工人员走进烟台张
裕国际葡萄酒城和万华工业园内的胶
东(烟台)党性教育基地——— 万华展馆，
实地参观考察了烟台市两家新旧动能
转换过程中走在前列的现代化企业。

经过一天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考察，
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考察中的深切
体会传达给学生。更要以此次难得的考
察学习为契机，立足岗位，潜心做好学
生管理工作，为培养出更多的社会主义
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应有的贡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
楠 通讯员 宋海容

相关链接

“公费生”按计划1:3的比例投档

据介绍，今年省属公费师范生、省属
公费医学生、省属公费农科生招生高校，
航海类高校，对达到或超过我省首次划
定的本科普通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
生，依据其志愿，按照招生计划1:3的比例
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同分考生全部投档。

委培师范生招生高校，根据有关市
教育局提供的面试合格考生名单及考
生填报的志愿，对达到或超过我省首次
划定的本科普通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考生，根据其志愿，按招生计划1∶1 . 2的
比例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同分考生全部
投档。

其他高校，对达到或超过我省首
次划定的本科普通批录取控制分数线
的考生，根据其志愿，按招生计划1∶1 . 2
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同分考生
全部投档。部属及非山东省属高校有
特殊投档要求的，须于投档前向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提出书面申请。

征集志愿投档。征集志愿投档办
法与首次志愿相同。

调剂志愿投档。调剂志愿按招生
计划数1∶1投档。填报服从省属公费师
范生高校调剂的考生只向省属公费师
范生高校调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考试结束，考生陆续走出考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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