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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烟台高校录取通知书长啥样？

颜颜色色““一一片片红红””内内容容不不花花哨哨

22001199年年高高考考最最后后一一次次投投档档
烟台高校有的“捡漏”有的还是“吃不饱”

8月14日，记者从山东省教育
厅获悉，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录
取工作结束，共录取考生640954
人。烟台高校今年省内录取1 . 7万
余名本科生，其中文科最高分596
分被烟台大学录取，理科最高分
597分被鲁东大学录取。

据介绍，山东省2019年普通
高校招生集中录取阶段工作自7
月2日开始，到8月14日结束，历
时 4 4天。录取工作分本科提前
批、自主招生批、本科普通批、专
科 (高职 )提前批、专科 (高职 )普
通批5个批次。

今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共
录取考生640954人，其中，在集中
录取阶段之前，通过保送、单招
等方式录取99546人(保送生185
人，体育单招1895人，高水平运
动员单招176人，专科单招97290
人 ) ，集中录取阶段录取考生
541408人。

在集中录取阶段录取考生
中，本科录取279085人，专科录取
262323人。从录取类型上看，春季
高考共录取43782人，其中本科
10902人，专科32880人。夏季高考共
录取497626人，本科录取268183人
(其中，文史类49888人，理工类
172360人，艺术文34352人，艺术理
7302人，体育类4281人);专科录取
229443人(其中，文史类107665人，
理工类105018人，艺术文13230人，
艺术理2730人，体育类800人)。

各类公费生录取情况为，国
家公费师范生录取516人，省属公
费师范生录取5000人，省属公费
医学生录取1300人(含公费专科
医学生300人)，省属公费农科生
录取360人，市级政府委培师范生
录取644人。

烟台高校今年省内录取1 . 7
万余名本科生，其中文科最高分
596分被烟台大学录取，理科最高
分597分被鲁东大学录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实习生 王燕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李楠楠 实习生 王燕) 8
月12日晚，山东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发布专科普通批征集志
愿投档情况统计表，作为今
年高考最后一次投档，参与
招生的烟台高校有的“捡漏”
高分考生，有的高校依然“吃
不饱”，个别高校仍存在较大
缺额。

8月12日15:00前文理类、艺
术类、体育类、春季高考专科
(高职)普通批征集志愿投档。8
月12日晚，山东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发布专科普通批征集志
愿投档情况统计表，从统计表
中可以看到，在文理类专科普
通批征集志愿中，烟台有烟台
南山学院、烟台职业学院、烟
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山东中
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青岛农业

大学海都学院、山东商务职业
学院、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
院、烟台黄金职业学院等高校
参与招生。

其中，烟台南山学院普
通专业文科计划87人投满，最
高分478分，最低分292分；理
科计划80人投满，最高分447
分，超本科线4分，最低分254
分；有面试要求和校企合作
软件外包专业有少量缺额。

烟台职业学院普通专业
文科1个计划投满，最高分483
分；理科40个计划投满，最高
分470，超过本科线27分，算是

“捡漏”高分考生，最低分408
分。高职本科贯通培养理科4
个计划全部投满，最高分449
分，最低分448分，均超过本科
线，再次捡漏。高职技师计划
有少量缺额。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理普通专业计划均投满。
山东中医药高专文科9个计
划投满，理科6个计划投满，
最高分460分超本科线17分，
最低分445分，超本科线2分。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文科55个计划投满，最高分
449，最低分164；理科272个计
划，投档 5 1人，报考率不到
20%，有较大缺额，最高分426
分，最低分159分接近最低分
录取控制线150分。校企合作
软件外包专业计划40人投档
34人，有缺额，最高分434分，
最低分165分。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文科
195个计划投档192人，最高分
516分，超本科线13分，最低分
155分；理科126个计划投满，
最高分463分，超本科线20分，

最低分371分。校企合作专业
投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有
少量缺额。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文科183个计划投档88个，存
在较大缺额；理科221个计划
投满，高职技师理科9个计划
投档5人，存在缺额；校企合
作软件外包专业文科计划60
个，投档16人存在缺额，理科
投满。烟台黄金职业学院部
分专业存在缺额。

整体看，作为今年高考
最后一次投档，烟台高校中
捡漏“本科生”的学校有烟台
南山学院、烟台职业学院、山
东中医药高专、山东商务职
业学院等；部分“没吃饱”存
在较大缺额的高校有青岛农
业大学海都学院、烟台汽车
工程职业学院等。

在今年高考最后一次投
档，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专科招生连续第四年没招
满，其中春季高考财经专业
无一人报考，惨遭“零投档”。

记者从山东省教育招生
考试院发布专科普通批征集
志愿投档情况统计表中看到，
在文理类专科普通批征集志
愿中，烟台高校中部分“没吃
饱”存在较大缺额的高校有青
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烟台汽
车工程职业学院等。

其中青岛农业大学海都
学院文科55个计划投满，最高
分449，最低分164；理科272个计
划，投档51人，报考率不到20%，
有较大缺额，最高分426分，最
低分159分接近最低分录取控
制线150分。校企合作软件外包
专业计划40人投档34人，有缺

额，最高分434分，最低分165分。
春季高考专科普通批征

集志愿中，青岛农业大学海
都学院参与招生的专业均没
有投满，投档人数不及招生
人数一半，其中财经专业无
一人报考，惨遭“零投档”。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今年专科招生再次惨淡收场。
数据显示，从2016年到2019年，
该校连续四年招不够。2016年
青岛农大海都学院理科计划
940人，录取分数线降到171分，
首次志愿仅有275人报考，征
集志愿仅有68人报考，仍然没
有招满，报考率36%。2017年普
通文理同样没有招够，其中理
科计划招600人仅有219人报
考，报考率36%。2018年专科首
次志愿也没有招满，存在较大
缺额，其中文科计划招850人，

投档分数低至172分，仅有339
人报考，报考率39%；理科计划
招410人，投档分数低至173分，
仅有171人报考，报考率41%。
2018年专科征集志愿普通文
理科持续缺额最大，其中文科
计划数590仅投档64人，投档最
低176分，报考率10%；理科计
划数100仅投档13人，投档最低
202分，报考率13%。2019年专科
普通批首次志愿青岛农业大
学海都学院校企合作软件外
包专业文科计划200人，投档79
人，报考率不到40%；理科计划
100人，投档76人，最低分156
分，接近专科录取最低分数线
150分。春季高考专科普通批
首次志愿中，青岛农业大学海
都学院农林果蔬类计划招25
人，投档9人；畜牧养殖类计划
招25人，投档8人；信息技术类

计划招60人，投档27人；财经
类计划招49人，进投档2人，报
考率不到5%；商贸类计划招39
人，投档4人。8月12日专科征
集志愿，春季高考个别专业无
人报考，惨遭“零投档”，创下
烟台高校报考率为0的纪录。

据青农大海都学院官网
介绍，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
院位于莱阳市，是2005年经教
育部批准由莱阳农学院举办
的独立学院，2007年更名为青
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据了解，独立学院是民
办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体是指实施本科以上
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
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
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
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
历教育的高等学校。

葛相关链接

青青农农大大海海都都学学院院遭遭遇遇““零零投投档档”” 春春季季高高考考财财经经专专业业无无人人报报考考

烟台大学

烟台大学录取通知书选用“中国
红”和“烟大蓝”为主色调，简洁、端庄，
更加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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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景观和形象宣传用语。中
间是烟台大学标志性景观钟楼和三元湖
风景。

通知书夹页左上方是烟台大学校
徽校名，正文部分由右至左依次是“2019
年新生录取通知书”字样和考生录取信
息。左下方有烟台大学校长郭善利签
名。入学纪念卡自上而下依次是烟台大
学校徽校名、“2019年入学纪念卡”字样
和考生个人信息。

鲁东大学

鲁东大学2019年录取通知书、入学
纪念卡、信封外观以红色为底色，以《鲁
大赋》为内容；录取通知书和入学纪念
卡正面以祥云纹为底，设计简约大气、
庄重喜庆。入学纪念卡与录取通知书齿
线连接，可由新生珍藏，旨在帮助新生
珍藏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给予新生美好
的祝福和期望。

入学纪念卡中的校长寄语教育新

生正确认识大学、树立远大志向，砥砺
奋进、成就未来，开启新学入学教育“第
一课”。王庆校长寄语2019级新生：“祝贺
你在百舸争流中脱颖而出，欢迎你在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走进鲁东大学！

山东工商学院

山东工商学院2019年录取通知书总

体风格力求简约大气，特色鲜明。
封面以传统的中国红作为主色调，

表达了山东工商学院对新生的热烈欢
迎和美好祝愿；重要标识物东大门作
为设计元素，融合了校名和校徽，彰显
着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精
神风貌。

通知书内页是淡雅黄色，寓意高考

学子金榜题名。背面是“惟平惟准、近知
近仁”校训，蕴涵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
价值追求。录取通知书由左右两部分组
成，右半部分是录取通知书，是新生入
校报到的凭证；左半部分是入学纪念
卡，由考生保存留作纪念。

滨州医学院

滨州医学院录取通知书分为两部
分，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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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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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学校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天你以滨医为
荣，明天滨医以你为傲。”入学纪念卡
上的寄语，是对新生的期许，亦是对未
来的展望。

据了解，烟台高校今年新生录取通
知书的内容，基本延续了往年的风格，录
取通知书采用的是大红色封面，以喜庆
风格对新生表示祝贺，通知书都比较传
统正式，在保持权威性同时，封皮多以喜
庆的红色有色调为主，随寄的有新生指
南、电话卡、银行卡、资助政策资料等。

“我们的通知书没有刻意创新，我
们认为通知书的作用就是作为告知录
取信息和办理报到的凭证，没有必要太
花哨。这方面我们没有过多投入精力。”
烟台一所高校招办老师说，“大学应重
点培养学生深沉严肃的反思能力，坚毅
不拔的实践态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实习生 王燕

8月14日，2019年山东高考录取结束，很多准本科生已经收到录取通
知书了！今年烟台高校录取通知书都长啥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烟台高校今年省内录取

1 . 7万余名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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