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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推免可考研
公费师范生报考热度逐年提升

山东省公费师范生政策2016年启动，
山东师范大学作为承担培养任务的首批高
校之一，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四届学生
的招生。随着2019年山东省教育厅宣布放
开公费师范生报考全日制研究生、可推免

“农村硕师”，预计2020年此类专业的报考
热度将持续上升。

王敬政介绍说，公费师范生顾名思义
就是在本科期间享受公费培养，实行两免
一补政策，省财政承担其在校期间的学
费、住宿费并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毕业
后需按照协议到农村中小学从事教育教
学工作不少于6年。公费师范生提前批录
取，对于录取成绩没有特殊规定。但通过
近年录取情况来看，录取位次呈现逐年升
高的趋势。

对于山东放开公费师范生报考全日制
研究生、推免硕师通道一事，王敬政的建议

是，公费师范生毕业应当选择合适的时间
和方式继续深造。“首先还是要履约，到工
作岗位上历练2—3年，在工作中发现问题，
然后再通过职后教育，攻读非全日制的教
育硕士进行理论提升。带着问题学，针对性
更强，也更有效。”

综合评价招生
主要考核三个方面

王敬政表示，教育部2020年取消自主
招生，推出强基计划，这个政策变化可能
会对山东省的综合评价招生政策带来一
定的影响，不过他认为综合评价招生大方
向不会变。

那么，学生的综合素质如何考核？王敬
政表示，在综合评价招生中，招生单位重点
从以下几个方面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一
是专业综合素质，主要考察学生对所学专
业或相近专业的认知情况，主要指知识的
广度；二是考生的社会责任感。比如他们的
社会实践情况、做义工的情况，对社会热点
事件的了解情况和认识情况；三是考生的
随机应变能力、思辨能力等等。

新高考形势下
最低位次的百分比更具参考价值

山东今年首次实行“新高考”，选考科目
为“6选3”，在这种形势下，想报考山东师范
大学，该如何参考往年的录取数据？王敬政
表示，新高考形势下，往年的录取成绩和位
次仍然可以作为重要参考，不过要客观、准
确地使用。“要选择所报专业一定是招生单
位的特色和优势专业，往年的录取位次才有
参考价值，而不是非热门专业，靠学校兜底，
通过考生专业服从调剂录取满的专业。”

这个如何甄别呢？“以山东师范大学为
例，去年文科录取8000名，理科40000名，那么
2020年高考录取成绩就得在48000名以内，然
后根据选考科目，再去比较报考专业的所选
科目排名，原则上要排名越高越好。”

“另外还有一个数据，更有参考价值就
是最低位次的百分比，我们往年的文史类
专业在山东省的录取最低百分比5-7%，理
科的最低位次录取比11-15%。所以2020年，
建议总分的位次比20%以内的报考，然后再
看选考科目的位次比。”

山师招就处处长做客“老徐话高招·招办主任访谈”，详解公费师范生政策

考研放开，公费师范生有望再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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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走读计划今年有望扩招

作为三所拥有“济南走读计划”的驻济
高校之一，山东财经大学连续多年招收济
南走读计划。许滋坤解释说，济南走读计划
并不意味着学生要走读上学，而是济南市
政府与高校签订协议给济南市生源的优惠
政策，“主要是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培养相应人才。”

许滋坤表示，山东财经大学2019年前投
放的济南走读计划在200人左右，2019年莱
芜划归济南之后，济南走读计划增至350人，
投放的专业大约是15个左右。“以后还会根
据需要适当增加招生计划与招生专业。”

他表示，在济南报名参加高考、准考证
号前六位是203701的考生可以报考济南走
读计划。通过济南走读计划招进学校的学
生入校后与其他统招生混合编班，享受同
样的教学资源，毕业证和学位证也没有区
别。不过他也透露，近年来，济南走读计划
与普通类学生的分差正在越来越小。

两类合作专业都能推免研究生

山东财经大学中外合作专业备受社会
关注，报考热度持续高涨，近几年中外合作

理科分数线超过普通理科。许滋坤解释说，
这主要是学校的中外合作专业是学校的核
心专业，也是最具优势专业。“尽管中外合
作专业分数相对较高，但相较于普通类中
的同类专业，仍有较大优惠。”

据介绍，山东财经大学今年刚刚获批
了一个新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即与加拿
大达尔豪斯大学合作的统计学专业。该专
业今年开始招生，每年招100人。这意味着，
山东考生今年报考山东财经大学的中外合
作专业，又多了100个机会。

许滋坤介绍说，山东财经大学的中外
合作专业培养模式分为“4+0”“2+2”“3+1”
等模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
择不同培养模式。

除中外合作专业外，也有不少考生家
长咨询山东财经大学的校企合作专业。许
滋坤表示，校企合作专业学生的就业不会
与合作企业绑定。毕业证和学位证与统招
专业完全一样，不影响考研，同时还具有推
免研究生资格。中外合作专业同样如此。

至于综合评价招生，许滋坤表示，由于
省里政策未定，目前考生可以先通过2019

年的综招简章做初步了解。

支招新高考报考，
报山财大可以这样做

至于报考山东财经大学如何参考往年
录取数据，许滋坤给考生和家长介绍了一
种推算方法，即根据前两年的生源情况和
2020年模拟录取情况进行分析。

在过去文理分科时，山东财经大学文
科的录取位次大约在6000-10000之间，往
年也会招到6000名以前的学生，但是凤毛
麟角。理科重点生源范围在2万-5万之间。
由于招生类别的多样，实际录取时还会继
续往下放，到6万，甚至是7万名。至于更加
具体的参照数据，学校将会在高考成绩公
布后通过科学推演给出。

许滋坤表示，目前在山东财经大学，转
专业自由度很大。考生可以先选一个比较
贴近热门专业的专业，先进入这个学科，入
校后可以通过转专业的方式进入目标专业
学习。“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学校能够为
学生提供更多机会。”

“老徐话高招·招办主任访谈”第三期开讲

山财大中外合作专业今年扩招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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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帮 助 考 生 了 解 政
策，同时也为帮助招生院
校传递信息，早在2月19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

“壹点问招”，为考生和院
校搭建高职单独招生线上
咨询平台。三周以来，66所
高职、本科院校相继完成
上线，在齐鲁壹点等待大
家来“问招”。

在齐鲁壹点“问招”栏
目下，有考生提问：“老师，
去年信息专业的单招报考
考生有多少，录取了多少
呢？”在潍坊职业学院界面
下，王同学这样提问。“录
取率很高。”这是该校招办
老师的回复。本以为这样
就结束了，未料两人在栏
目下方展开了追问追答。

“老师，有没有一个去年信
息专业的分数线？”“普通
专业210分，校企合作专业
180分左右。”

在潍坊职业学院招办
老师解答完之后，王同学
再次提问“老师，单招信息
专业是不是没有校企合作
的，有不是校企合作的信
息专业吗？”对此，该校招
办老师介绍道，招生专业
最 终 以 省 招 考 院 批 复 为
准，单独招生信息类普通
专业较少。

在山东中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界面下，有考生就
今 年 单 招 有 无 中 医 药 专
业、招多少人、学费多少、
去年录取分数多少进行了
提 问 。“ 单 招 有 中 医 学 专
业，大约招收人数目前未
定，预计和往年一致。学费
为每生每年5400元。”据该
学校招办老师介绍，单独
招生因报考人数、出题难
度、招生计划存在差异，录
取分数不建议作参考。

而在聊城职业技术学
院的界面下，有考生对今
年学校招生专业进行了咨
询，同时还追问“哪些专业
比较适合男生”。针对该考
生的提问，学校招办老师
说：“2020年我校面向山东、
河南、宁夏、山西、吉林、安
徽、内蒙、甘肃、江苏、贵州
等10个省市自治区招生，招
生专业38个，招生计划还未
确定，详细计划和专业请
持续关注我校网站—招生
信息网，确定计划后我校
将第一时间在官网中的招
生信息网上发布。”

此外，关于该考生咨
询的哪些专业适合男生，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建议他
先查阅各个专业的介绍，
从 中 选 取 自 身 觉 得 有 兴
趣，或对某职业(行业)更有
向往的专业去进行选择。

记者注意到，对于考
生有关单招方面的疑问，
高校招办老师都会尽心解
答，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
他们几乎是知无不言。有
这样负责的招办老师在线
答疑，放心来齐鲁壹点“问
招”吧！

围绕单招热门话题

师生在线追问追答
66所高校老师等你来“壹点问招”

为了帮助考生和家长了解
大学和专业，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老徐话高招”直播栏目
特推出“招办主任访谈”专题。
3月 1 0日晚 7点半，山东师范大
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创新创业
学院院长王敬政做客直播间，
详细介绍了山东师范大学的招
生政策。

3月14日11时，山东财经大学
招办主任许滋坤做客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老徐话高招”直播间，
参与了“招办主任访谈”第三期。
许滋坤透露，山东财经大学今年
新增一个中外合作本科专业，将
于今年开始招生，招生规模100人。

山东财经大学招办主任许滋坤（右）做客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老徐话高招”直播间。

山师大招生就业处处长王敬政（右）做客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老徐话高招”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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