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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200年年福福山山区区中中小小学学招招生生出出““新新规规””
学区划分将要增加对住房是否交付使用的审核

滨滨州州医医学学院院新新生生88月月2299日日报报到到
录取通知书发放分两批次进行，首批已经寄出

22001199年年烟烟台台““考考研研族族””：：暑暑假假备备考考不不停停歇歇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实习生 王燕) 记者
从烟台市教育局获悉，福山
区在2020年秋季招生中，将增
加对住房是否交付使用的审
核。对于监护人提供尚未交
付 使 用 房 产 信 息 的 适 龄 儿
童，由福山区教体局统一安
排学校。

据介绍，福山区初中、小学
招生，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并
综合考虑学校的分布情况、学
校周边居民区生源情况以及学
校规模等方面因素(注：“就近”
是相对就近，不是指绝对地理
位置的远近)。

学区划分以第一监护人或

适龄儿童的房产信息为主要依
据，同时参考适龄儿童户籍信
息。

1 .提供第一监护人或适龄
儿童房产信息的，按照其家庭
住址、登记的户籍所在地划分
到相应的学校。

2 .具有福山户籍，提供爷
爷、奶奶(或姥爷、姥姥)房产信
息并能提供父母等第一法定监
护人在福山城区无自有住房证
明的，按照其家庭住址、登记的
户籍所在地划分到相应的学
校。

3 .具有福山户籍，提供爷
爷、奶奶(或姥爷、姥姥)房产信
息不能出具父母等第一法定监

护人在福山城区无自有住房证
明的，在综合考虑适龄儿童所
居住的周边学校生源情况以及
学校规模等因素后，若学校仍
有剩余学位，按照其家庭住址、
登记的户籍所在地划分到相应
的学校。

4 .在福山区租赁住房的及
其他满足福山区入学条件的适
龄儿童，按照各中小学校剩余
学位数，由区教体局统一安排
就读学校。

5 .对于小学段在外地就
读，申请到福山区初中就读的
学生，将根据各初中学校招收
区内小学学生后剩余学位数统
筹安排。

在划片招生过程中，如学
校招生片区内适龄儿童数量超
过了学校的招生能力，首先以
适龄儿童落户福山区先后顺序
进行安排，若仍有剩余学位，再
按监护人购房先后顺序进行安
排，额满为止。

为保持招生工作稳定，推
进教育公平，在2020年秋季招
生中，继续执行以下招生办
法：

第一监护人在福山区开
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无
自有住房的非福山籍儿童，除
提供一年以上营业执照外，需
同时提供在该企业连续缴纳6
个月以上个人社会养老保险

的证明或年缴税达到1万元的
证明。

为避免部分学校出现大班
额现象，当其片区内适龄儿童
数量超过招生计划数时，将按
适龄儿童落户福山区先后顺序
进行安排，若仍有剩余学位，再
按监护人购房先后顺序进行安
排，额满为止。

在2020年秋季招生中，增
加对住房是否交付使用的审
核。对于监护人提供尚未交付
使用房产信息的适龄儿童，由
区教体局统一安排学校。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可
以直接拨打福山区教体局电话
0535-2136128进行咨询。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李
楠楠 实习生 王燕) 记
者从滨州医学院获悉，截至7
月22日，滨州医学院2019年山
东省本科普通批首次投档及
录取工作顺利结束。省内录
取2130人，理工类最高592分，
最低467分，平均535 . 9分；文
史类最高557分，最低519分，
平均536 . 4分。

据介绍，滨医省内招生
的13个专业最低录取位次较
2018年有较大幅度提升，其
中，口腔医学、临床医学、麻
醉学、医学影像学、儿科学、
康复治疗学、特殊教育、眼视
光学、医学影像技术、口腔医
学技术等10个专业最低录取
位次提升超过1万名；预防医

学、医学检验技术等专业最
低录取位次提升接近5 0 0 0
名；药学专业最低录取位次
提升2110名。

5年制医学类本科专业
录取分数再创新高，口腔医
学专业最低557分，高出普通
批控制线1 1 4分；临床医学
专业最低5 4 8分，高出普通
批控制线1 0 5分；麻醉学专
业最低5 4 4分，高出普通批
控制线1 0 1分；医学影像学
专业最低5 4 3分，高出普通
批控制线1 0 0分；儿科学专
业最低5 4 2分，高出普通批
控制线99分。其他医学专业
及相关专业录取分数也较
2018年呈现提升，如康复治
疗学、特殊教育、眼视光学、

医学影像技术、口腔医学技
术等专业最低分高出普通
批控制线86分以上。预防医
学、医学检验技术、药学、中
医学等专业录取分数保持
稳定，最低分高出普通批控
制线82分以上。部分非医类
专业录取分数较2018年有所
下降。

根据学校办学定位，为
进一步服务新旧动能转换，
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
医养健康行业的发展，学校
积极开展本科专业调整与
优化，坚持问题导向，优化
专业结构，调整专业布局，
谋划专业建设发展新思路，
推进一流本科建设和一流

人才培养。2019年新增康复
物理治疗本科专业招生，取
消春季高考和专科全部招
生计划。

滨州医学院2019年录取
通知书发放分两批次进行，
首批将于7月29日通过邮政
速递EMS寄出，新生将于8月
29日报到。

据介绍，滨州医学院录
取通知书分为两部分，为录
取通知书和入学纪念卡。正
面主形象为锦旗掩映下的
学校标志性建筑一滨州医
学院烟台校区大门及图书
办公楼，气势恢宏。内页以
学生录取信息为主，底部的
滨州校区的插画，线条简洁
大气。

28名教师入选第四期
齐鲁名师建设工程名单

记者从山东省教育厅获悉，烟
台有28名教师入选第四期齐鲁名师
建设工程人选名单。

日前，山东省教育厅公布第四期
齐鲁名师建设工程人选，确定白芳等
300人为第四期齐鲁名师建设工程人
选。其中烟台有28人，分别是范青林、
曲曙光、王睿、姚红梅、陈风波、宫乔
乔、林桦、吕振福、曲志敏、沈云倩、孙
洪梅、孙贞锴、王丽珠、于环、张永芳、
邹常志、李昕蔚、李艳、刘桂玲、刘云
霞、慕振亮、王晓明、杨红梅、赵伟伟、
李向荣、李秀荣、王晓丽、郑永平。

山东省教育厅希望入选齐鲁名
师工程人选的教师珍惜荣誉、再接
再厉，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不断开拓
创新、潜心教书育人，为引领山东省
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再立新功。各
市教育(教体)局要站在高层次人才
培养的高度，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政
策保障，在经费、时间安排等方面积
极创造条件；要充分发挥名师建设
工程人选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为
其构建专业成才平台，为培养一批
师德高尚、素质优良、理念先进、视
野开阔、教育教学能力突出的教育
家型教师，带动全省中小学教师校
长队伍整体素质提升做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
楠楠 实习生 王燕

烟台职业学院获得全省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7月26日，第五届山东省“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青
岛大学落下帷幕。本届大赛由山东
省教育厅等12个省直部门联合主
办，是省内创新创业类级别最高、参
与度最广、影响最大的比赛。

此次大赛全省共有136所高校、
73668个项目、27万余名大学生参赛。
经过初评、网评、金银奖决赛环节的
层层筛选，烟台职业学院共获得金
奖1项、银奖3项、铜奖1项，获奖数量
实现历史性突破。其中，汽车与船舶
工程系的参赛项目不同“帆”享———
打造无以伦比的船舶模型，获职教
赛道创意组金奖；会计系的参赛项
目小青核新农——— 致力于精准扶贫
与红色助农的公益平台，获红旅赛
道公益组银奖；机械工程系的参赛
项目“离弦走板”——— 给予机械一种
智慧，获职教赛道创意组银奖；电气
与电子工程系的参赛项目AL得心
应手，获职教赛道创意组银奖；经济
管理系的参赛项目木孵虫生——— 胶
东废弃果木再利用，获职教赛道创
意组铜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宋海容

进入“三伏天”，烟台连
日高温，对于“考研族”来
说，这个暑假却是考研复习
的重要时期。

近日上午，记者在烟台
高校走了一圈，发现考研学
生分布在学校的各个角落。

教室里，走廊边，林荫下，小
湖旁，都有他们努力背书的
样子。在炎热的夏天，小马
扎、水杯和小风扇是他们的
标配。“天气很热，但是心静
自然凉，专心学习就感觉不
到热了。”“我的目标是南京

大学，但是好难哦，必须比
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
热已经不算什么了。”考研
学生告诉记者。

教学楼内的自习室座无
虚席。众多“考研族”正埋头于
一摞摞书堆里，他们有的在纸

上奋笔疾书，有的拿着一本厚
厚的考研英文单词书小声地
朗读着，这样的氛围几乎与高
考备战的阵势无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 李楠楠 实习生 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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