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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没录取还有机会上大学！

专专科科注注册册入入学学今今天天填填志志愿愿

山东工商学院5000余名新生报到

1122人人过过生生日日校校长长送送礼礼物物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李楠楠) 9月5日，烟台职业
学院2019级的5386名新生报
到，今年高校生源质量持续
向好，新生中有224人高考
成绩超过了本科线，录取新
生数量和录取分数位列省
内高职前列。

新生报到现场，学校在
入口处专门设置拍照墙，一
张车票，从五湖四海启程，
共抵烟台职业学院。还设立
了引导、咨询、绿色通道、网
络业务办理等服务区，为新
生报到提供全方位服务。新
生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利用
校园集结号系统，从扫码确
认、提交资料，到领取校园
卡、宿舍钥匙与被褥，短短
几分钟就可完成报到。

报到现场，来自青岛胶
州的李琼今年文科考了510
分，是今年录取新生中文科
最高分。“我比较喜欢大海，
喜欢烟台，第一志愿报考的
烟台职业学院商务英语专
业。”李琼说，“希望自己在
大学学好专业知识，将来找
一份好工作。”

来自济南商河的赵辉
乐今年理科考了470分，是
今年新生中理科最高分，

“我小时候来过烟台，很喜
欢这个城市，我是第一志愿
报考的烟台职业学院新能
源汽车技术专业。”赵辉乐
说，“新能源汽车这个专业
是一个新兴的专业，也是现
在的一个趋势，我选择这个
专业是因为我对新能源有
极大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上
好每一节课，让知识丰富自
己的人生阅历，把自己的技
术掌握好，为中国智造奉献
一份力量。”

“今年学校生源质量持
续向好，基本都在首次志愿
录取，其中文科最低分446
分，高出去年26分；理科最
低分400分，高出去年43分；
专本衔接最低分445分，高
出去年16分；校企合作文理
类分别高出去年50分和96
分，有224位新生的高考成
绩超过了本科分数线，新生
录取数量及录取分数继续
位列省内高职院校前列。”
烟台职业学院招生与就业
处处长刘佳振说，“新生的
报到热情也很高，很多新生
在9月4日提前一天报到，当
天报到近60%，预计今年报
到率将超过92%。”

鲁东大学2019新生大数据

近80%来自省内，潍坊籍最多

牟平区实验小学

打造诗词特色德育模式

牟平区实验小学推出“诗词润德”德
育品牌活动，以“打造百年诗意校园”为
主旋律，构建起环境、课程、活动“三融
入”的诗词特色德育模式，实现“以诗魂
铸灵魂，以诗品塑人品”的德育目标。

近年来，学校结合自身特点打造特
色德育模式，经过综合实践取得良好成
果。学校把德育品牌项目融入到《道德与
法治》课程，根据教学内容适时拓展相关
古诗词，进行灵活多样的诵读，围绕一体
化育人目标，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德育
元素，构建全科育人的大课程体系；用活
动引领学生深入古诗词天地，在全员参
与中增长知识，丰富情感，磨炼意志品
质，铸造诗词精神；依托家长委员会，开
展“家长进校园”“家长开放日”“家长进
课堂”等活动，广泛邀请家长参与听课、
评课、开创家校联动育人新局面。

德育品牌系列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学
生从小就获得古诗文的基本修养和传统
文化的熏陶，让融会在经典古诗词中的
中华民族的智慧、风骨、胸怀，以及健康
的道德准则和积极的人生信念潜移默化
地植根于孩子们的心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彦霖
通讯员 贺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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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质量持续向好，224人成绩超过本科线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李楠
楠) 高考没有被录取的考生还
有上大学的机会。9月5日记者从
山东省教育厅获悉，2019年专科
(高职)注册入学9月10日填报志
愿，9月11日起开始录取，9月16
日前发放录取通知书。

据悉，2019年，山东省普通
专科(高职)院校和民办本科高
校(含独立学院)招生计划未录
满的，可申请参加注册入学招
生。2019年，参加山东省春季高
考、夏季高考，在普通高校统一
招生录取时未被录取的考生均
可申请本次注册入学招生。符

合条件的考生应根据本人所参
加春季高考或夏季高考的类
别、科类，选择对应的学校和专
业进行注册申请。春季高考技
能拔尖人才未被录取的考生可
直接申请，不受文化分数限制。
参加专科(高职)院校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专项计划，且未
被录取的考生，可直接向开展
高职院校专项计划的院校申
请，在注册入学总计划内单列
计划录取。

考生申请注册入学，须凭
身份证号、登录密码和手机短
信验证密码，通过省教育招生

考试院设立的注册入学网上管
理平台进行注册，网址为http://
wsbm.sdzk.cn。

夏季高考文理类、艺术类、
体育类及春季高考均进行1轮
注册入学。注册入学包含考生
填报注册入学志愿、院校审核
与录取两个环节。

9月9日16:00前公布缺额计
划；考生填报注册入学志愿：9
月10日13:00-17:00。考生填报1次
注册入学志愿，均实行平行志
愿。夏季高考文理类、艺术类、
体育类及春季高考考生均可填
报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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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可同时
填报高校是否服从调剂志愿
(选择高校服从调剂的考生视
为服从调剂任何不满额的高校
和相关专业)。

同时参加春季高考和夏季
高考的考生，如在集中录取阶段
已被春季高考、夏季高考中的一
类或两类录取，不能填报注册入
学志愿；如考生春季高考、夏季
高考均未被录取，只能选择其中
一类填报注册入学志愿。

对符合注册入学条件的考
生，招生院校应根据省下达的分

专业注册入学招生计划(含“高
职院校专项计划”)，严格以考生
成绩为依据择优录取，并负责招
生情况的解释和遗留问题的处
理。对实行平行志愿的类别，在
已确定的投档范围内除正常原
因(专业不服从调剂、身体受限
等)退档外，一般不允许退档。

9月11日12:00前数据整理
与投档；9月11日14:00-9月12日
12:00院校下载数据、审核与录
取；9月12日14:00-17:00调剂志愿
投档与录取。高校须在9月16日
前发放录取通知书，并及时办
理报到注册手续。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李楠楠 ) 雨黛凤凰山，风
涌黄海潮。9月7日，山东工
商学院2019级5000余名新生
陆续冒雨来校报到。

在迎新现场，学校党委
书记白光昭饶有兴趣地阅
读了经济学院新生撰写的

“时光寄语——— 给未来的一
封信”，他指出，要解放思想，
群策群力，进一步创新教育
形式和教育方法，力促学生
个性化成才；在数学学院，白
光昭强调，安全工作无小事，
要完善教育渠道、丰富教育
形式，强化对新生的安全教
育；在金融学院(财富管理学
院)，应新生要求，白光昭、杨
同毅与金融科技专业的新
生亲切合影，并勉励他们好
好学习专业知识，争取成为

“金科状元”；在人文与传播
学院，白光昭指出，要科学
构建课程体系，强化专业建

设，科学推进财商教育，提
高学生保险意识，为加强学
校财富管理特色做出贡献；
在国际商学院，杨同毅要
求，开好新生家长会，建立
家校沟通机制，确保学生文
明健康顺利成长。

在“绿色通道”办理处，
白光昭和杨同毅为2名家庭
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现场发放
慰问金，为3名家庭经济困难
新生代表发放了爱心大礼
包，勉励他们好好学习，积极
克服当前的困难，要求学生
处认真研究资助政策、创新
帮扶形式，持续做好经济困
难学生帮扶工作，利用绿色
通道等多渠道帮助学生克服
困难、顺利成才。

9月7日恰逢12名新生生
日，在报到现场的生日派对
上，校领导与新生、新生家长
共唱生日歌、一起许愿，并送
上关怀与祝福。白光昭和杨同

毅亲自为“小寿星们”送上生
日礼物，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新生们感谢学校领导的关
怀，表示这是自己过得最有
意义、最为难忘的一个生日。

迎新当天，各学院还陆
续召开了家长见面会，向家
长介绍学校和学院发展情
况，就家长们关心的专业建
设、师资队伍、教育管理、考
研、出国、就业等方面的问
题进行详细介绍，并认真征

求家长对学校、学院发展及
学生培养的意见和建议。

今年山东工商学院计
划招生5190人，全部为本科
计划，实际录取5257人(含“3
+2”专本贯通培养67人)。截
至9月7日18点，已有5088名
新生顺利报到入学，尚有
169名新生没有到校，各学
院正通过多种渠道与他们
取得联系，了解未能及时报
到的原因。

新生报到现场。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摄

报到日恰逢生日，学校现场给新生过生日。

近日，鲁东大学发布2019级新生大
数据，今年新生中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
的24岁。7180名新生中近80%来自山东省
内，其中潍坊籍新生最多，烟台排第二，
随后是临沂。

鲁大今年招生7180人，其中5527人来
自山东省内，占总人数的近80%，其中新
生最多的三个地市是潍坊、烟台和临沂，
大部分新生出生于2000年或者2001年。年
龄最大的出生于1995年，最小的是2003
年，最萌年龄差是8岁。新生中男生2761
人，女生4419人，男女比例约为1:1 . 63。

各个二级学院院具体新生人数如
下：

教师教育学院：160人；外国语学院：
457人；文学院：360人；教育科学学院：100
人；马克思主义学院：160人；法学院：238
人；历史文化学院：160人；国际教育学
院：30人；生命科学学院：399人；艺术学
院：350人；食品工程学院：241人；资源与
环境工程学院：343人；数学与统计数学学院：
439人；商学院：537人；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400人；农学院：300人；物理与光电工程
学院：341人；土木工程学院：401人；交通
学院：360人；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579
人；蔚山船舶与海洋学院：300人；体育学
院：245人。

女生比例最高的学院是教师教育学
院，男生比例最高的学院是体育学院，男
女比例均衡的学院是物理与光电工程学
院。

鲁大版百家姓姓氏前十分别是王、
李、张、刘、孙、赵、陈、杨、徐、周。这些可
都是属于鲁大的“大户人家”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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