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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夏季高考即将结
束，对于考生和家长们来说，依
然有很多疑问亟待权威解读，日
前，我们采访到了山东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有关专家。

招生院校对选考科目的要求
主要是什么，如何查询？

各高校依据教育部和山东
有关要求，认真研究本校专业人
才培养对高中学生学科专业基
础的需要，提出本校拟招生专业
（类）的选考科目要求。选考科
目要求分为四种：

一是高校专业培养与高中
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某一选考科
目关联度高的，应确定为“1门
科目，考生必须选考该科目方
可报考”；二是高校专业培养与
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多个选
考科目关联度高的，应确定为

“2-3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
可报考”；三是高校专业培养与
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多个选
考科目有一定关联度的，应确
定为“2-3门科目，考生选考其
中1门即可报考”；四是高校专
业培养对学生学科基础要求相
对较宽的，可确定为“不提科目
要求”。

考生可以登录山东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http://
www.sdzk.cn)“招考动态”栏目
查询高校报送的2020年拟在山
东招生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
作为选科的参考。2020年各高
校实际招生安排中，部分高校、
部分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可能
会有一定调整变化，具体以
2020年公布的招生计划及院校
招生章程为准。

“专业（专业类）+学校”的
志愿模式有何变化？

山东将在普通类的常规批、

艺术类本科批的统考和联考专
业、体育类的常规批，实行“专业
（专业类）+学校”的平行志愿，与
原来以学校为单位的志愿模式
发生了变化，考生填报志愿也会
发生变化。

第一，填报的基本单位发生
了变化。以前的模式下，主要是
以学校为单位，然后在这个学校
的范围内选定若干招生专业，学
校是根本和基础。新的模式下，
考生可以具体到某个学校的某个
专业，就是以专业（专业类）+学校
为单位，选择更加精准，突破了学
校的限制，更加突出了专业的重
要性，专业是关键和基础。

第二，填报的个数发生了变
化。志愿单位的改变直接带来
了数量的变化，1个“专业（专业
类）+学校”就是1个志愿，占据
的志愿数量更多了。比如原来
的模式下同时报考北京大学的
数学、物理、化学3个专业，只需
要填报在北京大学1个单位下，
新的模式下则需要填报数学+北
京大学、物理+北京大学、化学+
北京大学3个志愿。

第三，增加了选考科目要
求。考生选报专业的时候，以前
查看报考指南的时候，在同一个
科类里，除有特殊要求外，考生基
本可以填报所有专业，但在新的
模式下，考生还需要关注每个专
业的选科要求，看自己是否符合。

第四，取消了“因不服从调剂
而退档”。以前的志愿模式下，部
分考生因不服从院校的专业调
剂而被投档院校退档。“专业（专
业类）+学校”取消了专业调剂，考
生不必担心被调剂到不喜欢的专
业了，考生也因此不会存在“因不
服从专业调剂而退档”。

专业（专业类）平行志愿
投档后有退档风险吗？

专家称这样有退档风险。

考生的体检、单科成绩、外语语
种、英语口试、综合素质评价等因
素不符合高校要求的，都有可能
造成退档，这些因素由高校根据
招生需要自主设定，并在高校招
生章程中公布。这些因素在投档
系统中不设置为限制投档条件，
一旦投档到某个高校的专业，又
不符合高校招生章程的要求就会
造成退档。因此，考生在填报志
愿前一定要认真查看高校招生章
程，防止因误报而被退档，从而失
去这一次录取的机会。

专业平行志愿均实行一轮
投档，考生只有一次投档机会，
一旦被投档到其中一个专业志
愿，其余专业志愿即失效。而
且，即使考生被投档的专业退档，
也不会再参与后面志愿的投档，
需要在下一次重新填报志愿。

报志愿是先选高校还是选专业？

优先选学校还是优先选专
业，这一问题需结合个人需求
进行辩证分析、理性选择、综合
定位。比如，学习成绩优异或
毕业后想继续深造者可优先考
虑院校为主;成绩没有明显优
势但希望就读高水平院校，可
注意“距离和分数”的关系，选
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院校或考
虑偏冷门专业冲冲看;有明确
专业取向或毕业后先考虑就业
或所选高校各方面差不多时，
可优先考虑专业。下面提供一
些参考策略：

1.根据专业选报。若考生
对专业有明确要求，可首先选择
几个比较心仪的专业，然后根据
自己的成绩选择相应专业办学
能力较强的学校。

考生在初选专业时，首先可
以考虑的是有兴趣、特长、优势
的专业，然后看当下热点，以及
就业率高的专业。要详细了解
专业的内涵，包括专业培养目

标、专业培养要求、主干课程、就
业及研究领域等。同时，要对专
业学习难易程度、专业就业前景
和薪酬待遇、学科实力、考研情
况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综合
考虑选择拟报考的专业后，根据
自己的成绩选择相应专业办学
能力较强的学校。

2.根据学校选报。若考生
比较看重学校、地域等因素，可
首先选定几个目标院校，然后在
院校内选择心仪的专业。

考生在初选院校时，应详细
了解拟报考院校的基本情况。
在全面了解学校的基础上，选定
自己感兴趣又符合报考条件的
专业。可以通过浏览高校网站、
参加高校校园开放日、参加招生
咨询会、在线咨询、电话咨询以
及阅读《招生章程》等各种形式
全面了解高校，包括：综合实力、
学科优势、专业设置、人才培养、
升学就业、国际合作、学费标准、
入校后转专业政策等诸多方面
的信息。

3.兼顾学校和专业。考生
首先应对自身实际情况(总分、位
次、单科成绩、身体条件等)有一
个明确的认识，在全面了解心仪
高校和专业的基础上，在院校和
专业间找个平衡点，综合定位学
校和专业，既考虑高校品牌，又
考虑专业的合适性。

上述思路仅供参考，高考
志愿填报的思路和方法很多，
考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定夺，
无论如何选择，适合自己就
好。在专业(类)平行志愿模式
下，考生可填报的志愿数量相
对充足，所以考生在选择志愿
时，可以将一定数量的志愿用
于“保专业”，一定数量的志愿
用于“保学校”，不必墨守成规
只采取一种思路选报志愿，多
种思路有机结合方能更好地确
保考生利益最大化。

YMG记者 权立通 整理

区消防筑牢
安全“防火墙”
全力为高考
保驾护航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姜晓 通讯员 刘伟 柳静）
为切实做好高考期间的消防
安全保卫工作，为广大考生营
造一个和谐稳定的高考环境，
连日来，区消防监督员深入辖
区考点开展消防安全检查，为
莘莘学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消
防安全环境。

区消防大队监督员本着
为高考保驾护航的宗旨，以
高考考点、高考监控指挥中
心、食堂、教学楼、宿舍楼、微
型消防站值班室等场所为重
点，对不同区域的疏散通道
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疏散
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是否配
备齐全合完好、灭火器和涉
考场所内外消防设施以及消
防安全管理制度以及防火巡
查制度是否落实、用火和用
电管理是否符合要求等情况
进行详细检查和测试。

同时，区大队监督员还就
高考期间的消防安全措施、紧
急事故处置措施向校方领导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要求校方
务必做好高考期间的消防安
全工作，时刻提高警惕，绷紧
安全这根弦，确保高考期间的
消防安全稳定。

暴雨防范主要措施

1. 畅通水道防堵塞。暴
雨持续过程中，应确保各种水
道畅通，应防止垃圾、杂物堵
塞水道，造成积水。

2.修好屋顶防漏雨。暴
雨来临前，城乡居民应仔细检
查房屋，尤其是注意及时抢修
房顶，预防雨水淋坏家具或无
处藏身;预防雨水冲灌使房屋
垮塌、倾斜。

3.关闭电源防伤人。暴
雨来势凶猛，一旦家中进水，
应当立即切断家用电器的电
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

4.减少外出防意外。暴
雨多发季节，注意随时收听收
看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
排生产活动和出行计划，尽量
减少外出。

5.远离山体防不测。山
区大暴雨有时会引发泥石流、
滑坡等地质灾害，附近村民或
行人尽量远离危险山体，谨防
危情发生。

专家总结:暴雨灾害带
给我们的是超级大的危害，
进入主汛期时，这样的灾害
性天气更是多发，提请相关
部门做好各种灾害防御工
作，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气象
预报，自己做好暴雨来袭的
防范准备。

夏季高考即将结束，成绩公布后将面临志愿填报问题——

专家解读关于填报志愿的那些事儿

合作社里的甜蜜事业

无心栽柳柳成荫。飞到樱
桃树上的一窝小蜜蜂打开了张
格庄镇文家村双田乡村旅游合
作社一扇新的“致富之门”。

有一天，村里一个叫吴俭波
的小伙子发现了一窝小蜜蜂飞
到了自家的樱桃树上，立马叫来
了养蜂人。养蜂人见小伙子品
行好，就把自己的养蜂秘诀传授

给他，于是就有了现在文家村如
火如荼的养蜂事业。

2018年，吴俭波一家人开始
了对养蜂产业的探索。“我们的
蜂种是意大利蜜蜂，原产于地中
海中部的亚平宁半岛上，属优质
高产的黄色蜂种，一年能产三茬
蜂蜜：第一茬是樱桃蜜，第二茬
是苹果蜜，第三茬是槐花蜜。樱

桃蜜、槐花蜜主要采本村的樱桃
树和槐树，苹果蜜需要到栖霞去
采。”吴俭波的母亲、文家村妇女
主任王菊香告诉记者，由于在养
蜂的过程中严格遵循传统的养
蜂手法、放蜂方法和取蜜方法，
产出的是一等蜂蜜，他们现在拥
有了一个忠诚度很高的老客户
群体。

2019年7月，“三同”党性教
育基地在文家村投入使用。近
水楼台先得月，文家村党支部抓
住机遇，乘势而上，成立了双田
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合作社
目前建有占地3.5亩的3个果蔬
大棚，种植大樱桃、火龙果、百香
果等中高档水果。为了丰富产
业结构，合作社决定吸引养蜂大
户加入合作社，让蜂蜜成为合作
社的招牌产品。

“想到蜜蜂养殖不但能够向
顾客提供丰富的蜜蜂产品，而且

还能为农民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我身为一名
党员、村干部，毫不犹豫地就加
入合作社了。”王菊香主任激动
地说。加入合作社后，吴俭波将
自己的养蜂经验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合作社的社员们，在他的鼎
力相助下，合作社的养蜂产业顺
利走向正轨。

天时地利人和，合作社的蜂
箱由10箱增加到15箱，蜂蜜一
年产量达800余斤，收入达5万
余元。合作社还为蜂蜜专门定
制了礼盒，保证了广大顾客自吃
送礼两相宜。由于蜂蜜供不应
求，合作社计划增加蜂箱规模，
将养蜂事业发展为本村地久天
长的“甜蜜事业”。

通讯员 王秀妍 YMG全媒
体记者 姜晓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