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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空中乘务，国际邮轮乘务管理、电子商务、酒
店管理、烹调工艺与营养，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咨询电话：0535-6911911 6911900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2020年高职专业招生

说到吃海参，没有比我们胶东
半岛老百姓更了解的，几乎是家家
户户都在吃，吃海参的好处其实就
不用多说了，海参可以增强免疫
力，吃海参就是一种对身体的投
资，无论男女老幼吃了都挺好。

福泽万家海参是一家老字号
海参生产企业，早年间是本地渔
民凭借多年对口碑以及对质量的
严格把控，因此有了越来越多的
回头客。但是近些年我们多次看
到不少天价海参，特别是食用海
参的很多都是中老年人、孕妇及

生病的人，海参绝对不能造假，绝
不能当做牟利的工具。

我们用古法晾晒和加工，去
除内脏的海参需要大火煮 1到 2
个小时，再回水，再晒干，海参从
去除内脏到加工，中间还有除菌
等十几道工序。比如说，传统晾
晒过程中须添加草木灰，起到快
速吸收水分，保持营养不流失的
作用，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我们家的海参。福泽万家海参本
地直供销售，没有中间商，价格非
常公道，在我们这里可以买到真
正泡发大、品质好、价格又实惠的
海参。买过福泽万家海参的朋友

都知道，我们不怕货比货，也不怕
价比价，买过的朋友很多都成了
我们的长期客户。

老百姓对海参的好坏，最直接
最有效果的检验，其实很简单，首
先辨别海参是养殖的、野生的，还
是散养的，海参个头大小，参体是
不是饱满，参刺大小，涨发是不是
够大，还有就是要本地参，这个是
检验海参的唯一标准。现在不管
你以前吃过什么样的海参，福泽万
家海参全部免费帮您鉴别。望您

吃上价低质优的好海参，最后祝港
城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多福。

本次活动，福泽万家海参除
了在价格上给予市民最大力度的
优惠之外，更有专业人士全程指
导发泡，让不会发海参和发得不
是很熟练的顾客也能轻松发海
参，发泡不满意全额退款。福泽
万家海参向烟台市民承诺：福泽万
家海参个个4排刺，个个是本地参，
不掺加糖，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
食用。请广大市民放心。

本次活动推出特级淡干刺参：
水产工厂直销价2800元，买一斤
送一斤，每斤折合1400元，买二斤

送二斤，折上折每斤1230元。
5A级有机淡干刺参：水产工

厂价3780元，买一斤送一斤，每
斤折合1890元，买二斤送二斤，
折上折每斤1490元。

抢购热线：0535-2911313。
福泽万家海参承诺不管顾客会不
会泡发海参，海参好，怎么泡发都
发得大发得好，发泡不满意无条
件退款。福泽万家，健康全家！

古法晾晒、价格公道、产地直供

泡发好不好
是检验海参的唯一标准

福泽万家海参买一斤送一斤，5A级有机、绿色、健康
海参泡发大泡发好才是硬道理，有健康才有家，望大家都能吃上好海参，有个好身体

昨日，省招考院发布普通类及体
育类常规批、艺术类本科提前批第1次
志愿填报提醒。考生填报志愿要严格
以《2020年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填报
志愿指南》统一公布的招生院校代号及
专业代号为准（计划信息亦可在志愿填
报辅助系统中查询），不能以高校的部
标院校代码和专业代码进行志愿填报。

省招考院提醒考生和家长，在填
报志愿前一定要确认招生信息的合法
性。教育部和山东省教育厅分别已发
布 2020全国普通高校名单和 2020年
山东省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
格高等学校名单。考生务必登录教育
部和山东省教育厅官方网站了解掌握
合法招生高校名单，严防被非法招生
学校误导。考生填报志愿应以《2020
年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指
南》统一公布的高校招生计划信息为
准（计划信息亦可在志愿填报辅助系
统中查询），如果某所高校在山东省没
有招生计划，坚决不能选报。不要相
信骗子所谓的“点招”“计划外招生”

“内部指标”等许诺，不要被“野鸡大
学”等虚假高校的虚假网站、虚假招生
宣传广告所迷惑，一定要仔细甄别各
类招生信息的合法性，避免上当受骗。

填报志愿有一定的规定时间段，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上网填报志愿，

平行志愿尽量填满且拉开合理梯度。
省招考院建议不要用手机或平板电脑
填报，避免在截止时间临近前填报，特
别是网络条件较差的地区要避免高峰
期上网填报，防止在填报结束前因网
络拥堵而不能完成正常填报。为确保
填报志愿的安全性，考生志愿应由本
人填报，不得由任何人代替。省招考
院要求中学教师加强对考生志愿指
导，但是不得干预考生选报志愿。考
生要牢记并妥善保管登录密码和手机
短信密码。因考生本人泄露密码或由
他人代为填报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
生本人承担。

志愿填报结束后，考生要及时登
录省招考院官方网站查询系统或“爱
山东”APP查询录取信息。省招考院将
通过推送手机短信方式向已录取考生
推送录取结果。在招收录取期间，考生
不要更换手机号码，并且关闭手机“短
信拦截”功能，以免影响接收信息。如
果考生在该批次未被录取，则需要根据
自身情况按规定参加下一批次的志愿
填报。考生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应
首先核对自己的志愿中是否填报了该
学校和专业，同时核对录取通知书签发
人信息，然后可登录省招考院官方网站
查询系统或“爱山东”APP确认录取情
况，避免上当受骗。

艺术类和春考本科批首次志愿今起填报
普通类特殊类型批、普通类及体育类常规批志愿继续填报至7日结束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8月5日至7日（每天9：00-18：00），艺术
类本科批和春季高考本科批第 1次志愿开始填报。昨日进行的普通类特殊类
型批、普通类及体育类常规批志愿今天继续填报至7日结束。

根据我省高招录取意见，艺术类分
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专科批三个录
取批次，录取工作按三个批次依次进
行。包括除提前批之外的所有艺术类
本科招生。艺术类本科批安排三次志
愿填报，第1次志愿仅限艺术类本科文
化控制线上考生填报本科志愿。统考、
联考专业（专业类）实行平行志愿，均实
行以“专业（专业类）+学校”为单位的志
愿模式，1个“专业（专业类）+学校”为1
个志愿，考生每次志愿填报的数量不超

过60个。校考专业不实行平行志愿，实
行以学校为单位的志愿模式，每次只能
填报1个高校志愿和1个专业志愿。

春季高考本科批安排 3次志愿填
报。每次志愿可填报 20个高校志愿，
每个高校志愿可填报 4个专业及 1个
专业服从调剂志愿。第 1次志愿及第
2次志愿填报资格线为首次确定的本
科相应类别录取控制分数线。第 3次
志愿填报资格线为首次确定的本科相
应类别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

艺术类和春季高考本科批安排三次志愿填报

不能以高校的部标院校代码和专业代码进行志愿填报

新高考平行志愿取消“因不服从调剂而退档”
但专业（专业类）平行志愿仍有退档风险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今天，最受关注的普通类常规批志愿填报进入第二
天，尚未完成的考生可继续填报，该批次志愿将一直持续至7日下午结束。昨日揭开神秘面
纱的 96个平行志愿究竟长什么样子，考生和家长已经清楚了，今天，YMG全媒体记者将梳
理一部分重点问题，供大家参考。

专业平行志愿直接投档到某院校某专业（专业类）
2020年，我省在普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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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新高考招生同一类别、同
一批次中若干具有相对平行
关系的专业（专业类）志愿，
专业（专业类）平行志愿，以
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专业
类）为志愿单位，按照“分数
优先、遵循志愿”进行投档。
不同于以往以院校为志愿单
位投档的院校平行志愿，专
业平行志愿投档时，直接投
档到某院校某专业（专业
类），不存在专业服从调剂，
考生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
己不喜欢的专业。

记者注意到，与原来以
学校为单位的志愿模式相
比，专业（专业类）平行志愿
模式发生了几点变化。

第一，填报的基本单位
发生了变化。以前的志愿模
式是以学校为单位，然后在
这个学校范围内再选定若干
招生专业，也就是先选学校，
后选专业。新的志愿模式是
以专业（专业类）+学校为单

位，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
趣特长，先确定自己喜欢的
专业，然后再选择学校。

第二，志愿数量发生了
变化。志愿单位改变直接带
来了数量的变化，1个“专业
（专业类）+学校”就是 1个志
愿，占据的志愿单位数量更
多了。比如原来志愿模式
下，要报考北京大学的数学、
物理、化学 3个专业，只需填
报在北京大学 1个志愿单位
下即可，新的志愿模式下，则
需要填报数学+北京大学、物
理+北京大学、化学+北京大
学3个志愿单位。

第三，增加了选考科目
要求。考生选报专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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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取消了专业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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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但需要注
意的是，专业（专业类）平行
志愿投档后有退档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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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一旦投档到某个
高校的专业，又不符合高校
招生章程要求就会造成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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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省招考院有关负责人
介绍，从院校平行志愿到专
业（专业类）平行志愿，可解
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考生被
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问
题，让考生“录其所愿”“学
其所好”；有利于推动高校优
化专业结构、加强专业内涵
建设、办出专业特色，有利于
改变高等院校专业设置的同
质化现象。

今天，普通类特殊类型
批也可以继续填报。该批
次填报一次志愿，高校专项
计划和高水平艺术团招生
分别填报志愿，均安排 1次
志愿填报，设 1个高校志愿、
6个专业志愿及 1个专业服
从调剂志愿。在特殊类型
招生控制线上且具有相关
资格的考生，可填报教育部
高校专项计划、高校高水平
艺术团志愿。考生所报志
愿必须与取得高校专项计
划、高水平艺术团资格的高

校一致。取得高校专项计
划和高水平艺术团两类资
格的考生可同时填报此两
类志愿。

普通类常规批安排三次
志愿填报，每次填报志愿的
数量最多不超过 96个，可以
填报所有志愿，也可以选择
填报部分志愿。自 4日开始
的第 1次志愿仅限普通类一
段线上考生填报本科志愿。
对考生来说，普通类 96个专
业平行志愿有先后之分。专
业平行志愿投档依据考生位

次、志愿顺序进行。计算机
对考生所填报的 96 个志愿
依次进行检索，先检索第 1
志愿，符合条件就投档，不符
合条件立即检索第 2志愿，
依次类推。一旦检索到符合
条件的志愿并投档，后续志
愿立即同时失效。96个志愿
中即使有多个符合条件的志
愿，也只有一次投档机会，只
投档到排在最前面的那个符
合条件的志愿。所以对考生
来说，精心安排志愿次序非
常重要。

96个专业平行志愿有先后之分，要精心安排次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