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4 教育 2019年9月3日 星期二

编辑：李楠楠 美编：武春虎 校对：周宣刚

烟台大学2019新生大数据发布

““小小王王””人人最最多多，，““小小李李””排排第第二二

烟烟台台成成人人高高考考开开始始报报名名
9月7日现场确认，10月26日考试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山东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获悉，2019年
山东省成人高考报名时间
为8月31日—9月5日。9月7
日—12日现场确认，逾期不
再办理。今年成人高考考试
时间为10月26日—27日。

报考高中起点升本科
或高中起点升专科的考生
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
报考专科起点升本科(以下
简称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
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
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
发的专科毕业证书、本科结
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

报名工作由网上报名、
现场确认和网上缴费三部
分组成，今年网上报名时间
为8月31日—9月5日，每天8：
30至17：00。现场信息确认、
照相时间为9月7日—12日，
每天8：30至11:30、12:30至17：
00，逾期不再办理。

网上缴费时间为9月12
日—16日，每天8:30至17:00，
未在规定时间内缴费视为
报名无效。考生在网上报名
的同时填报2019年成人高
考首次志愿，首次志愿可填
报同科类的两个顺序志愿，
时间为8月31日—9月5日，
每天8:30至17:00。

考生在12月上旬首次

志愿录取结束后要通过山
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
查询录取去向，凡未被录取
的考生重新登录山东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网上报名系
统填报征集志愿，征集志愿
也可填报同科类的两个顺
序志愿。

2019年成人高考考试
时间为10月26日—27日。高
起本、高起专考试按文科、
理科分别设置统考科目。公
共课统考科目均为语文、数
学、外语3门，外语分英语、
日语、俄语3个语种，由考生
根据报考学校招生专业要
求选择1种。报考高起本的
考生，除参加3门统考公共

课的考试外，还需参加专业
基础课的考试，理科类专业
基础课为“物理、化学综
合”，文科类专业基础课为

“历史、地理综合”。以上试
题均由教育部依照教育部
考试中心制定的考试大纲
统一命制。

专升本考试统考科目
为政治、外语和1门专业基
础课。试题由教育部依照教
育部考试中心制定的考试
大纲统一命制。

所有统考科目每科试
题满分均为150分；高起本、
高起专的统考科目每门考
试时间为120分钟，专升本
每门考试时间为150分钟。

9月2日，记者从烟大文经学院获悉，
8月31日-9月1日，烟台大学文经学院迎
来了新生报到日，近4600名新生相聚文
经，开启了他们的大学生活。

迎新日，学院各系、各个部门用最饱
满的热情、最周到的服务、最灿烂的微
笑、最别出心裁的方式，来迎接2019级新
生的到来。机电系根据目前就业情况，缩
减专业数量，保留精品专业，在迎新现场
设置了专升本及考研展示板和科技成果
展示区；文法系有意培养新生书法特长，
传承国学经典，并在暑期提前建立qq、微
信群，推出官微，发布开学小贴士，为学
生了解文经提供方便；信工系则设置留
言板，让新生写下梦想；国际教育交流学
院启动小音箱播放动感音乐，活力节拍
驱散新生报道的焦虑与迷茫；管理系发
放“新生秘籍”小册，方便新生更快熟悉
系部；食品系放置巨大考研光荣榜，提醒
新生刻苦学习；经济系、建筑系统一服
装，整齐划一体现了文经学子的良好风
貌。

一张张清新的面孔，一幅幅鲜活的
标语，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整个校园里到
处充满着热闹喜悦的氛围。家长王先生
说：“千里迢迢带孩子来学校报到，看到
孩子能在这么好的环境里学习生活，心
里也比较放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8月29日，滨州医学院2019级新生报
到，从现场发布的新生大数据看，今年滨
州医学院女生多，男生少，其中护理学院
男女比例接近1:6。

数据显示，滨医今年录取总人数
3793人，山东省内录取3061人，本科3260
人，专升本533人。全校新生男生1445人，
女生2348人，男女比例38%：62%。从各个
分院情况看，护理学院男生75人，女生
436人，男女比例接近1:6。

新生年龄分布看，年龄最大新生出
生于1993年，最小的出生于2004年，这意
味着26岁和15岁同上大一，成同学。

今年开学时，在校门口喊一声以下任
意一个名字：李奥/李倩/李玉/刘畅/刘杰/
刘洁/孙悦/王昊/王乐，都会有三双眼睛
直勾勾地看向你，这三位同学会径直向你
走来，因为你一下子喊了三个人的名字。

同时滨医迎来了：359位酷酷小王，
313位帅气小张，287位美丽小李，250位可
爱小刘，122位阳光小孙。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相关新闻

滨医女多男少，护理男生是块宝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楠楠

8月30日-31日烟台大
学迎来新生报到。烟大发布
2019级新生大数据：七千多
名新生省内来了五千多，男
多女少，最小的1 5岁。王、
李、张、刘、陈“五大姓”占到
新生37%，姓王的同学人数
最多，姓李的同学紧随其
后。

七千多新生省内来了五千多

2019年，烟台大学面向
30个省(市、自治区)投放招
生计划，涉及除自主招生批
次外的本科提前批、本科普
通批、国家专项本科批、本
科一批、本科二批等各批
次，最终共计录取本科生
7343名，录取边防军人子女
预科生82名。

从生源分布看，山东省
内新生最多，共录取5 5 4 7
人。可见山东同学依旧是烟
大新生的主力军。

潍坊籍新生最多，菏泽第二

从山东省内的新生分
布看，省内的2019级新生中
来自潍坊的是最多的，共有
707人来自潍坊。其次是来

自菏泽475人，然后是德州
459人，临沂447人，济宁431
人，青岛357人，聊城339人，
淄博327人，烟台320人排第
九。

除了青岛外，省内内陆
城市报考烟大的人数靠前，
可见出门就是大海的烟大
魅力确实不一般！

另外，2019级新生的城
乡分布大约为1：2，其中城
市34%，农村66%。

男多女少

经管男、机电女吃香

烟台大学各个二级学
院中录取新生超过600人的
学院有经济管理学院7 5 9
人，机电汽车工程学院645
人，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609人，海洋学院602人，多为
理科类。

参与统计的新生中，
女生3384人，男生4035人。
男多女少，男女占比分别
为54%和46%，有差距，但差
得不是很悬殊。男女比例
在不同学院分别也不同，
其中经济管理学院女生最
多有531人，机电汽车工程
学院男生最多有560人，文
科类男生是宝，理工类女
生是宝！

最小新生今年15周岁

共来了4人

烟大2019级新生年龄
分布大概跨过7个年龄段，
最多的是2001年出生的新
生，有3960人；其次是2000年
出生的，有2499人。年纪大
的超过21岁，数据显示1998
年及之前出生的有276人。
年纪最小的是15周岁，2004
年出生的新生有4人。

虽然年龄跨度有点大，
但进门了以后就是一家人
了。今年的新生，“00后”果

然又是主力军！

新生“小王”人最多

“小李”排第二

《百家姓》上说“赵钱孙
李，周吴郑王”，果然烟台大
学新生姓氏TOP榜脱离不
开这几个大姓，烟大新生

“五大姓”分别是王、李、张、
刘、陈。其中，姓“王”的同学
们，以7 4 3人荣登榜首！姓

“李”的同学紧随其后，以635
人荣登榜眼，探花是“张”姓
同学634人，“五大姓”总人数
2728人，占到新生37%。

8月30日上午5时30分，
随着清晨一缕缕阳光洒进
烟台大学的校园，不少2019
级新生们也早早地来到了
烟台大学进行入学前的报
到，一拨接一拨的新生在各
学院的迎新处前有序地等
待着，清晨的烟大因他们更

显活力。
前来报到的新生们纷

纷表示，一想到自己马上就
要成大学生了，从昨晚开始
就激动得睡不着了，今天起
了个大早也是想赶快迎接
自己的大学生活，有个好兆
头。

家在泰安的法学院193-
1班的郭娜是第一个完成报
到的新生，她告诉记者，今
天是她爸爸开车带她过来
的，她爸爸觉得早点过来不
仅可以躲过早高峰的堵车，
还能凉快一些，比较合适。

当谈及报考烟台大学

的原因时，她说道：“烟大是
我一直很喜欢的一所大学，
烟大的独特地理位置和良
好的学习氛围也一直很吸
引我。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大
学生活能学好自己的专业
知识，加入不错的社团，成
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延伸报道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喜迎4600名2019级新生

烟台职业学院获得

全省机械制图技能大赛一等奖

近日，第十一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
节子项目山东省大学生机械CAD制图技
能大赛在威海落下帷幕。本次大赛由山
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山东省教育厅、共青
团山东省委等6个省级部门主办，山东工
程图学学会承办。来自全省的30多个本
科、高职院校同台竞技，初赛人数达到
4000余人。经过决赛阶段团体赛和个人
赛2个赛项的激烈角逐，由孙善趁、陈泽
江、徐红力、王海龙、李晓瑞五位同学组
成的烟台职业学院汽车与船舶工程代表
队获得团体赛一等奖，其中孙善趁、陈泽
江、徐红力、王海龙获得个人赛项一等
奖，李晓瑞获得个人赛项二等奖。

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是全省影响力
较大的大学生比赛，本科和高职院校同
台竞技，对学生专业素养、团队协作、临
场应变等综合能力要求较高。学院秉承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理念，以参加大赛
为载体，着力加强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毕业生深受企
业的认可和欢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宋海容

烟台大学2019级新生报到现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摄

清晨5点半就来报到！第一名报到新生名叫郭娜

8月30日，烟台大学新
生报到第一天，恰逢化学化
工学院3名新生生日。学校
老师和学哥学姐特意为3名
2019级新生准备了生日蛋
糕，在报到现场过生日，让3
名新生入学第一天就感受
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

据介绍，在新生报到

前，化学化工学院的迎新负
责人通过前期数据查询查
到有3名在开学报到时过生
日的2019级新生，分别是高
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2000
年8月3 0日出生的的潘玉
府、应用化学专业2001年8
月3 0日出生的张梓培、高
玥。学校老师在8月30日报

到日前就已准备好了生日
蛋糕，并细心地在巧克力上
刻上了他们的名字和化学
化工学院对他们的祝福，除
此之外还有音乐、礼花等助
兴，一场给3名2019级新生
的生日惊喜悄然准备着。慢
慢地等三个人都到齐了，一
场惊喜如约而至，大家共唱

生日歌，三个人一起许愿，大
家一起吃蛋糕，一句句生日
快乐给当天的迎新现场平添
了烟大的温暖。而且张梓培、
高玥两名新生在开学当天度
过自己18周岁生日，拥有了
一场难忘的成人礼。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 李楠楠

报到日恰逢生日！烟大为3名新生现场过生日


	J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