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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高高校校本本科科征征集集志志愿愿基基本本招招满满
其中鲁东大学“捡漏”，将文科565分、理科560分高分生收归囊中

本报7月29日讯(记者 李
楠楠 实习生 王燕) 7月27
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
布2019年本科普通批第一次征
集志愿投档情况统计表，此次
烟台高校投入1 0 0多个招生计
划基本招满，其中鲁东大学“捡
漏”，将文科565分、理科560分高
分生收归囊中。

据悉，7月25日(9:00至17:00)
考生填报文理类本科普通批、
春季高考本科第一次征集志
愿，艺术类本科A段、体育类本
科第二次征集志愿和文理类专
科(高职)提前批、民航飞行技术

专科专业志愿。本科普通批第
一次征集志愿烟台高校中烟
大、鲁大、滨医以及山东工商学
院等高校投放一百多个招生计
划。

7月27日，山东省教育招生
考试院发布2019年本科普通批
第一次征集志愿投档情况统计
表，烟台高校中，滨州医学院投
入文理4 8个计划全部投满，其
中文科最高547分，理科最高560
分，最低4 7 9分。鲁东大学文理
1 6个计划全部投满，其中文科
最高565分，最低554分；理科最
高560分，最低525分。烟台大学

文理普通专业28个计划全部投
满，文科最高分5 4 8分，最低分
533分；理科最高分548分，最低
分506分；边防军人子女预科班
计划招2人，投档0人，中外合作
办学专业和校企合作软件外包
专业全部投满。山东工商学院
文理投入1 1个计划全部投满，
其中文科最高分550分，理科最
高分524分。烟台南山学院投入
1个计划也投满。

从投档情况看，此次文理
类普通批第一次征集志愿，除
了烟台大学预科班专业外，烟
台高校基本都招满了。在征集

志愿中，鲁东大学实力凸显，将
文科565分，理科560分高分生收
归囊中，“捡漏”成功，其次是滨
州医学院也收获了高分考生，
其中文科最高547分，理科最高
560分。

据悉，文理类本科普通批、
本科第一次征集志愿(文理类、
春季高考)、艺术类本科A段、体
育类本科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
结果查询时间为7月29日下午，
文理类专科(高职)提前批志愿
录取结果查询时间为8月7日，
请考生按时登录网站( h t t p : / /
c x . s d z k . c n / )，查询本人录取结

果。
目前，烟台高校中，滨州

医学院2 0 1 9 年录取通知书发
放分两批次进行，首批于7 月
2 9日通过邮政速递E M S寄出，
新生将于8 月2 9 日报到。山东
工商学院7月2 8日首批发出的
录取通知书共计3 4 6 2份，包含
山东、河北(提前批)、天津、上
海、海南、江西、广东、辽宁8省
份的首次投档录取的新生，预
计3 - 5 天邮寄至新生手中，其
余通知书8月上旬全部录取结
束后统一寄发。新生将于9月7
日报到。

烟烟台台两两人人荣荣获获““全全国国模模范范退退役役军军人人””称称号号

7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上，表彰了401名“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烟台有
两名，他们是烟台小红帽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欲进、龙口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案审中队长
付绍刚。表彰91个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其中有烟台市的莱州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图
为获奖人之一，龙口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案审中队长付绍刚（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杜晓丹 实习生 刘荣华 通讯员 张志强 摄影报道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抗旱打井保障民生

复复兴兴村村井井里里冒冒出出甘甘甜甜饮饮用用水水
本报7月29日讯 (记者

孙晓玮 通讯员 徐洁) 受
极端天气影响，烟台市降水
量严重不足，工矿企业用水
及农业农村用水均出现短
缺。近日，记者从烟台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获悉，该局始
终将抗旱工作与深入践行乡
村振兴战略等紧密结合起
来，积极协调相关单位推进
抗旱打井工作，解决群众用
水问题，据了解，近年来，曾
联合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
查院为镇乡抗旱定井 4 0 多
眼，服务乡村振兴定井1 2眼，
无偿施工水井11眼。

近期，烟台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与山东省第三地质矿
产勘查院先后接到山东省乡
村振兴栖霞服务队发来的信
息，服务队所帮扶的栖霞市复
兴村生活用水严重告急。灾情
就是命令，烟台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与山东省第三地质矿
产勘查院迅速组织专家技术

队伍赶赴复兴村进行找水调
查。

据悉，栖霞市复兴村坐
落于牙山西北麓，三面环山，
地势高陡，是一个极度缺水
的小山村，农业用水需从几
公里之外的田家水库通过五
级调运，才能抽到山上修建
的蓄水池。几年来，村里为了
解决吃水用水问题，先后打
了几口深井，均未找到有效
水源，生活用水一度陷于困
境。

经反复磋商研究，山东
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组
织了地质、水文、物探、钻探
等精干技术力量，多次对现
场进行踏勘。该村周围地质
体属于新太古代栖霞序列
侵入岩，构造不甚发育，地
下水蓄水条件较差，要想在
该地区找到水量充足的地
下水相当困难。地质专家通
过详细勘查，仔细分析地质
构造，预测含水断裂构造位

置，先后运用天然选频、充
电法、电阻率测深、联剖等
多种物探方法，反复验证，
最终确定井位。

当钻机在小山村矗立
起的一刻，轰鸣的钻机声吸
引了村里的老老少少前来
观看，从他们的眼神可以窥
见乡亲们对水源的热切渴
望。钻机顺利钻进到设计深
度，却没能见到含水的破碎
带，现场技术人员马上向专
家和领导汇报协商，经过反
复研究论证含水地质条件，
最后确定继续钻进。当孔深
达到 2 2 0 米时，孔内喷涌出
水 了 ，现 场 发 出 阵 阵 欢 呼
声，抑制不住的喜悦绽放在
村民淳朴的脸上。随着钻进
深度不断增加，水量持续增
大，当孔深达到2 7 2 米时，出
水量已达2 0 立方米/ 小时以
上，水质化验达到优质饮用
水标准，彻底解决了村民的
生活生产用水问题。

上上本本科科最最后后一一次次机机会会
线线下下2200分分也也能能报报

本报7月29日讯(记者 李
楠楠 实习生 王燕) 今年
上本科的最后一次机会！文理
类本科普通批第二次征集志
愿7月3 0日填报，本科线上以
及线下2 0分以内考生都可以
填报。

据悉，今年本科普通批设
置首次志愿、2次征集志愿和
高校服从调剂志愿，高校服从
调剂志愿在第二次征集志愿
时填报。首次志愿和2次征集
志愿均为平行志愿。首次志愿
和第一次征集志愿可分别填
报12个高校志愿，第二次征集
志愿可填报10个高校志愿。每
个高校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志
愿及1个专业服从调剂志愿。
其中，地方农村专项计划单独
设立投档单位 ,作为12个高校
志愿(第二次征集为10个)的组
成部分一并填报。

其中，文理类本科普通批
志愿已经于7月5日—6日填报
结束，文理类本科普通批第一
次征集志愿7月25日填报结束，
今年文理类本科最后一次填
报志愿填报时间是7月30日，9:
00至17:00考生将填报文理类本
科普通批、春季高考本科第二
次征集志愿，艺术类本科B段

征集志愿，高职院校专项计划
志愿，公费专科医学生计划志
愿，文理类、艺术类、体育类、
春季高考专科(高职)(含技能拔
尖人才)普通批首次志愿。

据悉，文理类普通批、春季
高考本科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
资格线分别为首次确定的本科
普通批录取控制分数线及春季
高考本科相应类别录取控制分
数线下20分。高考成绩达到或
超过山东省本科普通批首次划
定的录取控制分数线下50分的
考生，可以填报“3+2”贯通培养
高职阶段招生志愿。

本科普通批分2次划定录
取控制分数线。第1次，分文理
类根据招生计划数与考生成
绩，按招生计划1∶1 . 1的比例
划定；第2次，在考生填报第二
次征集志愿之后，在有效生源
范围内(含服从调剂考生)，分
文理类根据征集计划数与考
生成绩，按招生计划1∶1的比
例划定。

专科(高职)普通批高职院
校专项计划录取控制分数线
根据招生计划、生源情况及考
生成绩单独划定，其他院校录
取控制分数线根据生源及招
生计划数一次性划定。

公公费费专专科科医医学学生生怎怎么么报报志志愿愿？？
省省招招考考院院来来支支招招

本报7月29日讯(记者 李
楠楠 实习生 王燕) 今年
专科分数也可以报考公费生，
山东省招300名公费专科医学
生。7月30日填报志愿，公费专
科医学生志愿怎么填报？7月
29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发布关于2 0 1 9年高校招生公
费专科医学生志愿填报的说
明，为考生和家长支招。

据介绍，公费专科医学生
培养任务由山东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3
所高校承担。公费专科医学生
招生计划3 0 0人，公费专科医
学生通过山东省2 0 1 9年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报名且夏季高
考成绩不低于山东省专科普
通批最低录取控制线。

2 0 1 9年山东省高校公费

专科医学生招生单独设立投
档单位，“1所院校+1个就业市
方向”即为1个高校志愿。以理
科志愿为例，山东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临床医学)+济南市就
业、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临床医学)+菏泽市就业、菏泽
医学专科学校(临床医学)+淄
博市就业、山东中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中医学)+临沂市就业
等,均须在12个志愿中各占据1
个院校志愿。

征集志愿时，选择高校服
从调剂的考生，视为认同调剂
任何高校和就业市方向。

公费专科医学生志愿在
专科普通批填报，报考公费专
科医学生志愿的考生可同时
填报该批次普通专科(高职)志
愿，但不能兼报高职院校专项
计划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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