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类”填报4个顺序院校志愿

按照招录流程，8月12日（今天），山东
省将公布普通类提前批、艺术类本科提前
批和体育类提前批第2次志愿计划，公布
春季高考技能拔尖人才第2次志愿计划。
8月13日（明天）9：00-18：00填报这四类
高考志愿。

从志愿设置上来看，普通类提前批第
二次志愿，考生填报4个顺序院校志愿。
每个院校志愿一般可填报６个专业志愿及
1个专业服从调剂志愿。但有4种情况要
排除在外，第一种是公费生（师范、医学、农
科），在院校志愿下可填报16个专业志愿
及1个专业服从调剂志愿，专业志愿由“专
业+定向就业市”构成，选择服从专业调剂
的考生视为认同可以调剂到报考高校的任
何专业及其就业市方向。

第二种是市级政府委托培养师范生，
该专业单设投档单位，“院校+就业市方
向”为1个独立的院校志愿，院校志愿内可
填报６个专业及1个专业服从调剂志愿。

第三种是高水平运动员，其单设志
愿，设1个高校志愿，不设专业志愿。考
生只能填报取得合格资格（以教育部“阳
光高考”平台公布的名单为准）的高校，同
时取得多个高校资格的也只能填报1个高
校志愿。

第四种是军队招收飞行学员，其招生
录取办法另文公布，不需填报志愿，在提前
批之前完成录取。民航招收飞行学员每个
院校志愿只可填报1个专业志愿。同一院
校本科、专科分别单设投档单位。

艺术、体育类设1个高校志愿

艺术类本科提前批第二次志愿实行以
学校为单位的志愿模式，设 1个高校志
愿。美术类、文学编导类每个高校志愿均
设4个专业志愿及1个专业服从调剂志愿，
其他类高校志愿内只可填报1个专业志
愿。省属公费师范生艺术类专业可填报
16个专业志愿及1个专业服从调剂志愿，
专业志愿由“专业+定向就业市”构成，选
择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视为认同可以调剂
到报考高校的相关专业及其就业市方向。
市级委托培养师范生艺术类专业招生，“招
生高校+专业+委培市”为1个独立的高校
志愿，高校志愿内只可填报1个专业志愿。

值得注意的是，考生填报独立设置的
艺术院校及参照独立设置艺术院校执行的
院校本科专业志愿，不受我省艺术类本科
文化控制线限制。填报提前批其他院校本
科各类别的专业志愿，须达到我省艺术类
相应类别本科文化控制线。

体育类提前批第二次志愿实行以学校
为单位的志愿模式，考生可填报1个学校
志愿。达到体育类一段线的考生可以填报
提前批志愿。

省属公费师范生体育专业可填报16
个专业志愿及1个专业服从调剂志愿，专
业志愿由“专业+定向就业市”构成，选择
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视为认同可以调剂到
报考高校的相关专业及其就业市方向。
市级委托培养师范生体育专业招生，“招生
高校+委培市”为一个独立的高校志愿，考
生可填报1个高校志愿和1个专业志愿。

强基计划、公安院校等录取加速 驻烟高校推进设计录取通知书

明天，高考生填报4类志愿

填报继续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
员 厉智敏 摄影报道）8月10日，蓬莱迎来
中小学新生入学报名首日，“分批分时段”
是此次报名的关键词，家长通过提前抽号、
现场叫号的方式自愿、有序进入学校，为孩
子的“新学期”报名。是否带孩子进校报
名，由家长自愿决定，无硬性要求。

当天，蓬莱主城区各小学全部采取提
前抽号、现场叫号等方式，应对疫情期间的

“入学报名”。“我们事先抽了报名序号和报
名时段，10点到学校，不到半个小时就办
完了。”在蓬莱第二实验小学东校区，家长
王女士松了一口气，想到往年场景，报名前
一直担心排不上号的她到了现场才发现，
自己的顾虑完全没有必要。

由于有分批分时段入校报名的通知指
引，报名现场看不到排长队、扎堆聚集的场
面，随着部分家长快速完成报名，那些还未
入校的家长们吃下了“定心丸”。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针对疫情防
控需要和学区内学生数量较多等情况，蓬
莱第二实验小学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招生

公告、开通抽号平台，并借助视频演示等方
式详解操作说明，家长则可以根据提示填
写孩子相关信息、抽取报名顺序号。

数据“跑腿”代替家长的身体力行，也

消除了报名期间的焦虑情绪。记者看到，
抽取的序号由电脑随机排序，并且根据号
段划定了具体时间段，家长通过截图留存，
并按自己所抽取的序号和时段到校报名。

在报名现场，学校工作人员将审核报
名材料、与新生交流、登记入学信息等，组
成一条紧密衔接的“流水线”，家长即办即
走，减少了排队和等待。在疫情防控要求
下，1米线处，保安严格值守，严禁越线，控
制着报名的“安全距离”。

此外，对于符合手续且在规定时间内
未能抽取顺序号的家长，蓬莱第二实验小
学另设时间段，照顾不会操作手机或者错
过抽号时机的家长，让符合条件的学生都
能入学。

抽号报名的环节同样也在其他学校进
行了设置。在蓬莱易三实验小学、蓬莱第
三实验小学、姚琪学校，家长在校门口提前
抽取报名序号，并于预约时段进校报名。
报名时，每10个号为一组，每组仅限一名
家长戴口罩进校。报名现场也一并设置了
1米线，兼顾报名和防疫。

记者了解到，随着大数据系统的完善，
未来蓬莱将实现相关资料线上审核，让线
上报名成为现实。届时，新生入学工作将
走向信息化轨道，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

线上抽号、随机排序定时段

蓬莱中小学新生“预约式”报名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京兰）11日，市教育局公布2020年
烟台六区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各校统招生录取分数线分别为：烟台
一中芝罘区724.05分、三区（莱山区、牟平区、高新区）758.35分，烟台
二中高新校区690.20分、芝罘校区680.40分，青华中学673.40分，烟
台三中657.70分，烟台四中627.50分，莱山一中617.95分，牟平一中
687.85分，牟平育英艺术中学608.45分，烟台十四中588.50分，福山一
中562.75分，格迈纳尔中学562.75分，开发区高级中学616.30分。

普通高中学校的自主特长招生工作已于7月29日-8月3日完
成。截至目前，烟台六区已完成全部公办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录
取通知书随后发放。

烟台六区普通高中
录取分数线发布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张琼玉）昨日，记者从烟
台大学文经学院了解到，2020年学院专科毕业学生1495人，在专升本
考试中共有383名学生被录取，专升本升学率再创新高。

据介绍，此次专升本考试中，烟大文经学院机电系、外语系和会计
系毕业生录取率分别为36.96%、31.03%和27.21%。一直以来，学院高
度重视对专升本考生的服务与考前培训工作。入学初，面向学生展开
了专升本宣传动员，举办“专升本”考试知识讲座、“专升本”交流会，为
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其中，经济系2020年专升本录取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分别被临沂
大学、山东管理学院、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山东女子学院等高校录取，
共计70人，较2019年有大幅增加。

经济系通过积极引导学生提升学习能力与综合素养，积极鼓励学
生通过专升本、自考等途径提高学历。在政策解读、复习备考、心理疏
导等环节为同学们及时提供指导和帮助，同时积极组建优秀教师队
伍，进行针对性的强化辅导。通过举办专升本座谈会、经验交流会、学
习课堂、学习打卡等学风建设活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烟大文经学院
383人成功专升本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亓健生）8月6日至8月7
日，烟台大学2020年初级岗位公开招聘考试顺利进行。考试期间，学
校党委书记张伟、校长郭善利、党委副书记张殿臣、副校长孙祥斌到考
场巡考，检查考点疫情防控、考试组织实施等情况。

据了解，为保证招聘工作的顺利进行，学校成立公开招聘领导小组
和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工作专班，严格按照省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的工作程序安全、规范进行。此次公开招聘初级岗位的考试分为笔试
和面试，其中教师30和教师31岗位采取先面试后笔试的方式，其它初
级岗位采取先笔试后面试的方式。考试试题的命制、阅卷和考生的面
试评审工作均委托校外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进行。整个招聘工作全程
录像，确保了招聘工作的公平、公正和公开。

烟台大学2020年初级岗位公开招聘73人，根据网上确认参加考
试的情况和疫情防控的要求，此次考试共设考场41个、隔离考场4个，
共有514人参加现场考试，最终82人进入考察范围。下一步，学校将
按照《烟台大学2020年公开招聘简章》《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做
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组织实施好
考察及体检等工作，确保学校公开招聘人员的整体素质。

烟台大学初级岗位招聘
82人进入考察范围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季桂增）日前，烟台市教
育局开发区分局发布《关于烟台市教育局开发区分局直属学校2020年
公开招聘教师（先面试后笔试岗位）相关事宜的公告》，确定报考小学音
体美及信息技术教师、职专会计教师的考生须参加初试。

按照规定，报考小学体育教师A、小学体育教师B、小学音乐教师
A、小学音乐教师B、小学美术教师A、小学美术教师B、小学信息技术
教师A、小学信息技术教师B、职专会计教师岗位考生须参加初试。初
试形式为结构化面试。初试报到时间为8月12日（周三）上午7：00，考
生须到烟台开发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金沙江路165号，开发区实验中
学北门斜对面）参加初试。

初试成绩考试结束后现场公布。初试成绩公布后，从60分（含）以
上人员中按照岗位计划1:5比例确定进入面试环节人员；进入面试环
节人员数量不足岗位计划5倍的，以实有人数进入面试环节。进入面
试人员最后一名初试成绩并列的，一同进入面试。需要提醒考生的是，
初试成绩不带入面试。

赴考时，考生要凭动态健康绿码、准考证、身份证（两证缺一不可。
身份证丢失的，可凭临时身份证、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带照片的户
籍证明或护照参加考试）进入校门。根据防疫工作需要，考生除身份核
验及初试外，其他时间须佩戴口罩并按要求进行体温测量。

开发区招小学音体美教师
今天上午须参加初试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
员 刘明鑫 摄影报道）7月31日至8月5日，
烟大附中小学部首期校园航海技能培训
营在烟台市帆船帆板培训基地顺利举行。

据悉，烟大附中小学部作为首批烟台
市体育局授予的帆船帆板特色学校，已开
设帆船课程，并从学校三四年级中选拔出
30名学生参加本次暑假训练营。通过学
习，所有营员顺利完成了初级阶段的课程，
并且获得证书。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丛笑萱）日前，记者从莱
山区第二实验小学了解到，2020年新生报到时间已确定，8月30日一
年级新生将在家长陪护下到校报到。

8月30日（周日）上午8:00，一年级全体新生在家长（仅限一名家
长）的陪护下到校报到，现场查询孩子的分班情况。学校介绍，报到时，
家长需携带入学通知书、本、笔。如孩子在校午休，还需带上孩子的午
休用品。

据介绍，学校将开展学前教育，老师将从“认识美丽的二实小”、“了
解二实小小学生一日行为规范”、“入学准备要求”等方面对孩子进行教
育，帮助孩子从心理到行为更快地适应小学生活。

报到当日，学校和班级分别面向全体家长开展入学专题培训。8
月31日（周一）学生休息，9月1日（周二）正式开学。开学首日，学校要
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暨新生入学仪式，新生将于7点半前到校就位。

莱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新生8月30日报到

高考招录进行中，今天，山东省将公布四类志愿的第二次志愿计划，并于明早9时起进行志愿填报，二段线上考生再次分别填报
志愿。虽然志愿填报仍在进行中，但部分提前批次已陆续进入投档录取阶段。着眼本地，驻烟高校录取通知书也正在积极准备中。

强基计划录取通知书开始发放

记者梳理发现，普通类提前批中的军
队院校及公安院校面试合格名单已公
布。其中，全省4000余名考生已达到山
东省2020年公安院校招生面试合格（不
含南京森林警察学院空警专业）；1900余
名考生达到山东省2020年军队院校招收
普通高中毕业生军检面试合格；5500余名
考生达到山东省2020年定向培养士官
（直招士官生）体检面试合格。

从全国招录进度来看，安排在提前批
次之前进行录取的强基计划有了进展。
截至记者发稿时，36所强基计划试点院校

中，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山
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在内的27所试点
院校陆续公布测试和录取结果。

记者了解到，部分强基计划的录取通
知书已开始发放。教育部日前发布通知，
要求高校要健全录取通知书寄递管理制
度，必须使用邮件方式寄递，确保寄递全
过程可查询、可追溯和邮件安全。要确保
精准投递，严格录取通知书投递签收流
程，原则上坚持“本人当面签收”，不得投
递至智能快件箱（信包箱）、代投自提点、
物业或收发室等。

录取进行时

两所驻烟高校确定通知书样式

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两所驻烟高校
的录取通知书有了“眉目”。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已设
计完成：封面是“蓝底红带”衬托的“烟台大
学文经学院”校名和“以海鸥为造型结合

‘文经’二字首字母WJ”设计而成的校徽；
封底印有文经学院“博文约礼 经世致用”
的育人理念、学校联系方式和二维码。

烟台大学去年对录取通知进行了全
面改版，今年将继续沿用改版后的通知书
样式，选用“中国红”和“烟大蓝”为主色
调，通知书由环保纸质文件夹和夹页两部

分组成。文件夹封面以烟台大学三元湖
畔手绘风景图为背景，图中绘有学校标志
性建筑——“钟楼”和以烟台大学名誉校
长张承先名字命名的“承先图书馆”，象征
着莘莘学子迎着钟声，踏入学习殿堂。文
件夹扉页自上而下依次是烟台大学校训

“守信 求实 好学 力行”、标志性景观钟
楼和三元湖风景以及形象宣传用语“我向
海而生，你为梦而来”。通知书夹页左上
方是烟台大学校徽校名，正文部分由右至
左竖向印制考生录取信息，左下方为烟台
大学签发人校长郭善利签名。

记者了解到，其他驻烟高校的录取通
知书正在紧张设计及准备中。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录取通知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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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在报名现场控制着“安全距离

烟大附中小学部开设帆船课程
30名学生通过选拔参加首期校园航海技能培训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