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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200年年考考研研时时间间确确定定，，1122月月2211日日开开考考
网上报名时间为2019年10月10日至10月31日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李
楠楠) 记者从山东省教育厅
获悉，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2019年12
月21日至12月22日(每天8:30-11:
30，14:00-17:00)。网上报名时间
为2019年10月10日至10月31日，
每天9:00-22:00。预报名时间为
2019年9月24日至9月27日，每天
9:00-22:00。

据悉，2020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2019
年12月21日至12月22日(每天8:
30-11:30，14:00-17:00)。超过3小
时的考试科目在12月23日进行
(起始时间8:30，截止时间由招
生单位确定，不超过14:30)。考试
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不在规
定日期举行的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国家一律不予承认。

初试方式均为笔试。12月
21日上午考思想政治理论、管
理类联考综合能力，12月21日
下午考外国语；12月22日上午
考业务课一，12月22日下午考
业务课二；12月23日考试时间
超过3小时的考试科目。

每科考试时间一般为3小
时；建筑设计等特殊科目考试
时间最长不超过6小时。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
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
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
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并到报

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采集
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同
时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
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
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考点办
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
单独考试考生应选择招生单位
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
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
现场确认手续；其他考生(含工
商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和
工程管理等专业学位考生)应
选择工作或户口所在地省级教
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考点
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
续。

网上报名技术服务工作由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
就业指导中心负责。现场确认
由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负责
组织相关报考点进行。

网上报名时间为2019年10
月10日至10月31日，每天9:00-22:
00。预报名时间为2019年9月24
日至9月27日，每天9:00-22:00。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
报名。报名前，请务必提前浏览
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省级教
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
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
报名。

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

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
名信息。为避免多占考位，影响
其他考生报考，一名考生只能
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

考生报名时只填报一个招
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待考试结
束，教育部公布考生进入复试
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后，考生
可通过“研招网”调剂服务系统
了解招生单位的调剂办法、计
划余额等信息，并按相关规定
自主多次平行填报多个调剂志
愿。

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
(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

可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
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
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
学生信息网”( 网址 h t t p : / /
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
(学籍)信息。未能通过学历(学
籍)网上校验的考生应在招生
单位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历(学
籍)核验。

考生应按要求准确填写个
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
料。凡因网报信息填写错误或
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
试、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
本人承担。

网上报名有关具体要求和
注意事项，详见《2020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
( 已 在 教 育 部 官 网 h t t p : / /
www.moe.gov.cn/公开)及“研招
网”报考须知。

2019年12月14日至12月23
日，考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和密
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

《准考证》。《准考证》使用A4幅
面白纸打印，正、反两面在使用
期间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凭
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有效居
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

中中小小学学教教师师资资格格考考试试99月月33日日起起报报名名
11月2日笔试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烟台市教
育局获悉，2019年下半年教
师资格考试(笔试)日期定于
11月2日，本次考试报名日
期自9月3日开始。

其中，幼儿园教师资
格考试笔试科目一为综合
素质(幼儿园)，科目二为保
教知识与能力。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笔试科目一为综
合素质(小学)，科目二为教
育教学知识与能力。初级
中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科
目一为综合素质(中学)，科
目二为教育知识与能力，
科目三为学科知识与教学

能力。初级中学“学科知识
与教学能力”科目分为语
文、数学、英语、物理、化
学、生物、思想品德、历史、
地理、音乐、体育与健康、
美术、信息技术、历史与社
会、科学等15个学科。高级
中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科
目一为综合素质(中学)，科
目二为教育知识与能力，
科目三为学科知识与教学
能力。高级中学“学科知识
与教学能力”科目分为语
文、数学、英语、物理、化
学、生物、思想政治、历史、
地理、音乐、体育与健康、
美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

等14个学科。
申请中等职业学校文

化课教师资格的人员参加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申
请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和
实习指导教师资格人员参
加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
笔试“综合素质 (中学 )”和

“教育知识与能力”两科考
试。“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考试纳入面试环节进行考
查。

考生登录“中小学教师
资 格 考 试 网 ”( h t t p : / /
ntce.neea.edu.cn)，查看本省
报名公告，按照导航页面指
引进入本省报名入口。

考生本人须如实填写
户籍所在地、居住证申领所
在地、是否在校生、是否师
范专业、毕业学校、在校生
学籍学号、最高学历及证书
编号等信息，并按照格式要
求上传证件照(免冠、正面、
彩色、白底，JPG/JPEG格
式，不大于200K)。

考生按照本省公告要
求选择考试类别、考区、科
目 (所报科目须一次性勾
选，一经审核通过，不得增
加或更改)。提交信息后，考
生报考状态变更为“待审
核”。考生报考有关信息在
审核前均可以自行修改。

烟烟大大22001199级级新新生生88月月3311日日报报到到
今年共录取本科生7343名，新增两个本科专业

本报8月22日讯 (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烟台大

学获悉，烟台大学2019年本
科招生录取工作结束，今
年共录取本科生7343名，新
生入学时间为8月31日，目
前新生数据已全部整理完
毕，迎新的各项准备工作
也将陆续展开。

据介绍，烟台大学2019
年招生录取工作自7月初
开始至今已全部结束，圆
满完成整体招生计划。2019
年，烟台大学面向3 0个省
(市、自治区 )投放招生计
划，涉及除自主招生批次
外的本科提前批、本科普

通批、国家专项本科批、本
科一批、本科二批等各批
次，最终共计录取本科生
7343名，录取边防军人子女
预科生82名。

今年，烟台大学新增生
物制药、智能科学与技术两
个本科专业；艺术体育类专
业招生方面，艺术体育类专
业成绩统一认可生源省份
统考(联考)成绩，扩大专业
生源范围。另外，学校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国家贫困专
项招生计划较去年增加超
过25%。

从招生录取情况看，
新生生源质量进一步提

高。录取分数线超过各地
本科一批线省份大幅增
加。包括在本科一批次录
取的省份，烟台大学在山
西、湖南等20多个省份文科
或理科录取分数线超过当
地一本线(或自主招生线)，
其中四川文科录取位次较
去年提高一万多名，理科
录取位次提高近五万名。
其余省份中的北京、江苏
等多个省份的录取分数也
与当地一本线分差进一步
缩小，其中湖北理科录取
位次较去年提高近两万
名。

山东省内生源继续保

持稳中有升的态势。今年，
烟台大学在山东省共录取
夏季高考本科生5 2 7 6人。
从首次投档录取情况看，
普通类专业文科最高分
596分，超过省自主招生线
5 4分；最低分5 5 6分，超过
省自主招生线1 4分。普通
理科最高分588分，超过省
自主招生线7 4分；最低分
524分，超过省自主招生线
1 0分。合作办学类专业首
次投档录取中，中外合作
办学类文科最低分558分，
理科最低分472分，校企合
作办学类文科最低分5 3 6
分，理科最低分489分。

记者从鲁东大学获悉，2019年该校
录取工作结束，共录取本科生7029人，专
科生150人，实际录取新生7179人。同时
首次免试录取中国台湾高中生1人。

据介绍，鲁东大学2019年普通本专
招生录取工作自7月2日开始，8月8日结
束，共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投放招
生计划7179人，其中本科7029人，专科150
人，实际录取新生7179人。另外，按照上
级相关文件要求，鲁大首次依据中国台
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成绩
免试录取中国台湾高中生1人。

据悉，2019年，鲁东大学山东省本科
普通批共录取4154人。普通文科最高分
587分，超过省控本科线84分；最低分551
分，超过省控本科线48分。普通理科最高
分597分，超过省控本科线154分；最低分
513分，超过省控本科线70分。

山东省内本科提前批录取508人。其
中，公费农科生54人，公费师范生410人，
委培师范生44人。公费农科生录取分数
线与省控本科分数线分差，比去年提高
20分。公费师范生文科录取分数线与省
控本科分数线分差，比去年提高6分。省
外共录取普通本科1650人，大部分省份
均一志愿完成招生计划。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鲁东大学录取新生7179人
首次免试录取1人

烟台两位老师荣膺
“2019山东省教书育人楷模”

记者从山东省教育厅获悉，2019“齐
鲁最美教师”“山东省教书育人楷模”人
选名单出炉，烟台两位老师荣膺“2019山
东省教书育人楷模”称号，一位老师荣膺

“2019齐鲁最美教师”称号。
据悉，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

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开展“2019齐鲁最美教师”评选活动
的通知》要求，采取专家评审与社会评价
相结合的方式，经过多轮评选，现已评选
出“山东省教书育人楷模”30名和11名

“2019齐鲁最美教师”，予以公示。
其中，烟台海阳发城镇第一小学王春

珍和烟台船舶工业学校王建东荣膺“2019
山东省教书育人楷模”。莱州市实验中学
武建君荣膺“2019齐鲁最美教师”称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暑期驻烟高校留校复习考研的学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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