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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开开通通学学生生资资助助热热线线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家长可咨询了解政策，申请获得相应资助

本科普通批首次志愿投档205343人

除除了了烟烟大大，，烟烟台台高高校校本本科科普普通通批批全全招招满满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李
楠楠) 记者从烟台市教育局
获悉，为帮助广大学生和家长
及时准确了解政策，申请获得
相应资助，确保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顺利入学，今年，烟台市将
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开通时间为7月15日至9月12日
期间的工作日8:30-17:00。其中，
烟台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热线
电话为0535-2101865。

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开通热线电话期间，各市、县
(市、区)和各高校也同时开通热
线电话，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如有问
题，可先拨打就读学校热线电
话；如得不到有效解决，可拨打
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相
关市、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热线电话。办理国家开发
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如有
疑问，可拨打国家开发银行热
线95593咨询。

学生和家长还可通过山东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官网(网
址：http://www.sdxszz. cn/)查
询有关政策及相关规定。

据了解，我省在高等教育
本专科阶段建立起国家奖学
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
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高校学
生资助政策体系，确保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入学前、入学时和
入学后“三不愁”。其中，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办理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解决学费与住
宿费，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元，在校期间利息由国家
承担，还款期限原则上按学制
加13年确定，最长不超过20年。
具体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的
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咨询办理。

据介绍，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入学后可申请国家助学金，
解决在校学习期间的生活费，
平均每人每年3000元。学生持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
表》于每年9月向高校提出申
请，高校每学年评定一次。特别

优秀的学生，从二年级起可申
请获得国家奖学金，每人每年
8000元。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
荣誉证书，并记入学生的学籍
档案。特别优秀的学生，从二年
级起还可申请获得省政府奖学
金，每人每年6000元。颁发我省
统一印制的荣誉证书，并记入
学生的学籍档案。

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从二年级起可申请获得
国家励志奖学金，每人每年
5000元。高校将获奖情况记入
学生的学籍档案。品学兼优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从二年级
起还可申请获得省政府励志奖
学金，每人每年5000元。高校将
获奖情况记入学生的学籍档
案。

我省对在普通高等学校就
读的山东籍全日制本、专科(高
职)在校生中的建档立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

其他资助政策与措施还包
括，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

如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
费，可在开学报到期间，通过高
校开设的“绿色通道”先办理入
学手续。入学后，高校资助部门
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开展困难认
定，采取不同措施给子资助；公
办高校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无法缴纳学费的学生，特别是

孤残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及烈
士子女、优抚家庭子女等，可获
得减免学费资助。具体办法由
高校制订。各高校利用自有资
金、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资金
等，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对发
生临时困难的学生发放特殊困
难补助等。

7月19日，备受考生关注的
2019年山东高考本科普通批首
次志愿投档结束，文理类本科首
次志愿投出考生205343人。此次
烟台本科高校中除了烟台大学
没有投满外，其他高校无论公
办还是民办都一次性投满了。

据介绍，按照山东省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安
排，7月15日艺术类本科A段、体
育类本科首次志愿投档，7月18
日文理类本科普通批、春季高
考本科首次志愿投档。具体情
况如下：

艺术类本科A段首次志愿
共投出考生33815人，其中，艺
术文27085人，艺术理6730人；体
育类本科首次志愿共投出考生
4099人。文理类本科首次志愿
投出考生205343人(文科44880
人，理科160463人)；春季高考本
科首次志愿投出考生10718人。

本科普通批包括：未列入本
科提前批的文理类本科高校及
专业。未列入本科提前批的艺术
类本科高校及专业。(1)本科批A

段，包括除本科提前批和统考类
别(即美术类、文学编导类)使用
校考成绩的高校相关专业之外
的所有高校及专业。(2)本科批B
段，为统考类别(即美术类、文学
编导类)使用校考成绩的高校相
关专业。体育本科专业。春季高
考招生本科高校及专业。

7月19日，山东省教育招生
考试院发布本科普通批首次志
愿投档情况统计表，此次烟台
有滨州医学院、鲁东大学、烟台
大学、山东工商学院、烟台南山
学院、烟台大学文经学院、青岛
农业大学海都学院以及济南大
学泉城学院等8所高校参与招
生，除了烟台大学没有招满外，
其他高校普通专业和合作办学
专业都投满了。

其中，滨州医学院文科计
划123人全部投满，最高分557，
最低分519；理科计划2015人，全
部投满，最高分592，最低分467；
校企合作理科计划40人全部投
满，最高分490，最低分469。

鲁东大学文科计划900人

全部投满，最高分572，最低551；
理科计划2433人全投满，最高
分572，最低分513；除了普通专
业外，中外合作办学和校企合
作办学专业也均投满。

烟台大学文科计划578人
投满，最高分596，最低分556；理
科计划3576人投满，最高分588，
最低分524；中外合作办学和校

企合作办学专业都投满，只有
一个预科班专业文科没有投
满，差一点圆满。据悉，该专业
在2017年、2018年以及2019年连
续三年本科普通批首次志愿均
没有投满。

山东工商学院文科计划534
人投满，最高分555，最低分532；
理科计划1311人投满，最高分

540，最低分486；中外合作办学
和校企合作办学专业都投满。

除了上述公办高校外，烟台
南山学院等民办高校以及烟大
文经学院等3所独立学院普通专
业以及合作办学专业都一次性
录满。另外，参与春季高考招生
的烟台高校也都全部录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烟台市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烟台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35-2101865

芝罘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35-6226581

福山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35-2136159

开发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35-6378038

莱山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35-6891720

牟平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35-8945680

高新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35-6922113

龙口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35-8778200

莱阳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35-7262237

莱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35-2270206

蓬莱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35-5645351

招远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35-8246313

栖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35-5228960

海阳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35-3228660

长岛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35-3211872

2019年投档情况统计表（文理）

批次:本科普通批 投档志愿:首次志愿

院校
文科 理科

计划数 投档比例 投出数 最高分 最低分 计划数 投档比例 投出数 最高分 最低分

A440滨州医学院 123 100 123 557 519 2015 100 2015 592 467

A440滨州医学院(校企合作软件外包专业) 40 100 40 490 469

A451鲁东大学 900 100 900 572 551 2433 100 2433 572 513

A451鲁东大学(中外合作办学) 380 100 380 511 463

A451鲁东大学(校企合作软件外包专业) 60 100 60 544 532 380 100 380 513 481

B066烟台大学 578 100 578 596 556 3576 100 3576 588 524

B066烟台大学 (边防军人子女预科班) 3 100 1 520 520 4 100 4 479 453

B066烟台大学(中外合作办学) 50 100 50 570 558 137 100 137 552 472

B066烟台大学(校企合作软件外包专业) 110 100 110 557 536 395 100 395 529 489

B688山东工商学院 534 100 534 555 532 1311 100 1311 540 486

B688山东工商学院 (中外合作办学) 179 100 179 542 520 236 100 236 504 466

B688山东工商学院 (校企合作软件外包专

业)
110 100 110 537 524 790 100 790 510 469

走时学弟学妹，回来学哥学姐!

烟烟台台高高校校进进入入““暑暑假假时时间间””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李

楠楠 实习生 王燕) 大学
放暑假啦！近日，记者从烟台
多个高校获悉，烟台大部分高
校7月1 5日已开始正式放暑
假，这意味着高校正式进入暑
假时间。根据各个学校校历显
示，烟台普通高校的暑假多为
六周42天，个别学校为五周35
天。

烟台高校15日正式进入
暑假时间。据烟台各普通高校
公布的校历显示，2019年烟台
高校暑假40天为“标配”，多为
六周42天。

其中，烟台大学以及烟大
文经学院暑假时间为7月15日
至8月25日，共计六周42天；鲁
东大学暑假时间为7月15日至8

月23日，共计40天，学生8月25
日报到，26日上课，实际上也
是42天；山东工商学院暑假时
间为7月15日至8月25日，共计
六周42天；滨州医学院暑假时
间为7月15日至8月25日，共计
六周42天。

烟台职业学院暑假时间
为7月21日至8月31日，共计六
周42天。烟台黄金职业学院暑
假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31日41
天。莱阳青农大海都学院暑假
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25日，共
计五周35天。

7月11日，在烟台大学文
经学院，已经陆续有考试结
束的大学生开始提着行李离
校，“考完试，没什么事，就
可以放假回家了。”一名大一

学生告诉记者，“这个假期挺
特别，放假走的时候还是学
弟学妹，等放假回来就成学

哥学姐了，新的大一生入校，
我回来还要参加社团迎新，
时间真快啊！”

鲁大公费生录取464人

公费师范生最高595分

7月8日，山东省本科提前
批普通文理类投档，鲁东大学
公费农科生、公费师范生录取
工作圆满结束。

据介绍，2019年，鲁东大
学公费生招生 4 6 4人。其中，
公 费 农 科 生 录 取 5 4 人 ，农
学 、水 产 养 殖 学 专 业 各 2 7
人，录取最高分 5 7 5分，录取
分数线与省控本科分数线分
差，较去年提高 2 0 分。公费
师范生普通文科录取140人，
最高分587分，录取分数线与
省控本科分数线分差，较去
年提高6分。公费师范生普通
理科录取 2 3 5人，最高分 5 9 5
分。公费师范生体育教育专
业录取 2 5人，音乐学专业录
取10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放假了大学生拖着行李纷纷离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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