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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济南5月7日讯（记
者 巩悦悦） 记者7日从
山东省教育厅获悉，经省委
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
导小组（指挥部）研究同意，
开学条件核验合格的高等
学校（含驻鲁部属高校），其
研究生和毕业年级学生自5
月16日起开学返校，具体时
间由驻地市会同高校统筹
返校学生人数、生源地分
布、城市交通运输和防控能
力等情况，按照错时错峰原
则研究确定。

省教育厅同时明确，其
他年级学生开学返校时间，
由驻地市会同高校根据疫情
防控形势研判确定。

早在4月29日，山东省
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曾下发《关于做好全省高等
学校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
条件核验工作的通知》，决
定自5月6日起，全面启动山
东全省高等学校开学条件
核验工作。

《通知》指出，各地要对
照《山东省高等学校2020年
春季学期开学条件核验细
则》规定的13个核验项目、46
条核验内容和核验要点，对
全省高等学校逐校逐项进行
核验。核验工作要在5月15日
前全部完成。

根据要求，5月7日是山
东启动全省高校开学条件核
验工作的第二天。当天接受
核验的高校有2 1所，分别
是：山东艺术学院、济南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东
中医药大学（长清校区）、山
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山东
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济南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电子
职业技术学院、山东职业学
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济
南校区）、济南职业学院（舜
耕校区）、山东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济南校区）、山东艺
术学院（文东校区）、山东广
播电视大学、济南护理职业
学院、齐鲁师范学院美术学
院、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山
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齐鲁
医药学院、山东协和学院

（遥墙校区）、山东财经大学
莱芜校区、山东艺术设计职
业学院。

山东高校毕业年级5月16日起返校
其他年级学生返校时间，由驻地市会同高校研判确定

本报济南5月7日讯（记者 巩
悦悦）今年是山东新高考落地实
施的第一年，考试科目与时间、成
绩构成与转换、志愿设置与填报、
划线与录取办法等都发生了变
化。为了更好地服务考生和高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即日起重磅
推出云上高招会融媒体产品———

“壹点云高招”系统（扫描文末二
维码关注），帮助高校对接有效生
源，助力考生合理报考。

对山东的考生和家长来说，
高考招生咨询会已成为志愿填
报的重要渠道，也是各高校发布
招考信息、招揽优质生源的平
台。举办17年以来，山东高考招
生咨询会积累了大量本土资源，

在考生和家长群体中颇具影响
力。与往年不同，2020年山东高
考招生咨询会全面升级，重磅推
出硬核产品———“壹点云高招”。

依托齐鲁壹点自身技术优
势，云高招是一款集线上直播、
互动交流、学校展示、高招咨询、
高校或专业检索、意向填报（预填
报）等功能为一体的融媒产品，为
的就是能给高校和考生提供一
个线上咨询的解决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壹点云高
招”产品上线后将在齐鲁壹点客
户端“高考”频道进行长期展示。
届时，高考频道将紧随头条频道，
成为固定板块。这就意味着，齐鲁
壹点用户无需订阅即可看到该频

道，最大程度上实现曝光量与传
播度。不仅如此，齐鲁晚报官方微
信下方菜单栏，将会添加“云高
招”按钮，点击即可跳转至“壹点
云高招”小程序页面。

除上述功能外，“云上高招
会”融媒体产品还包括三大垂直
产品，即：《老徐话高招》《悦读大
学》直播访谈节目、壹点问考/问
招、高校招生专题。其中，《老徐
话高招》《悦读大学》两档访谈直
播栏目，分别覆盖本科、高职（专
科）层次院校，面对面对话高校
招办主任，同时还将实现与考生
的实时互动。想要了解更多资讯
可以加入齐鲁晚报2020高考咨
询群（QQ群号:1094949849）。

截至2020年5月5日，“老徐
话高招”已直播36期，陆续访谈
了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
东财经大学等学校招办主任，在
线直播总收看量达到481万。“悦
读大学·招办主任访谈”已累计
播出5期节目，直播间先后迎来
了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等四
所高职院校的招办负责人，直播
收看量达68 . 4万。

时光总是匆匆而去，幸福的
时刻别让它在指尖溜走。打开你
的手机相册，是否有照片记录下
你与妈妈的点点滴滴？

母亲节来临之际，我们邀您
秀出“与母亲的时光合影”，晒出
您与妈妈的今昔对比照。可以是
自己与妈妈的合照，也可以是时
尚辣妈与萌宝的合照，不管是老
照片、自拍照、艺术照……都可以
来参加。

请把这充满美好记忆的时光
合影发送到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情报站，参与话题互动，我们将按
照片和情报质量，选出200张合影
免费冲印邮寄到家，前50名幸运
壹粉还将获得水晶版画丰厚大
礼！将您与母亲今昔对比照上传
到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情报站，您
和母亲的时光合影还将有机会在
母亲节当天登上齐鲁晚报版面，
作为您和母亲的幸福纪念。

征集时间：5月7日-5月9日。
参与方式：下载齐鲁晚报官

方客户端——— 齐鲁壹点，在情报
站编辑#母亲节：我与妈妈的时
光合影#+您想对母亲说的话，或
者分享您和妈妈的温情故事，并
上传你和妈妈的今昔对比照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朕

高招咨询会全面升级，提供线上咨询解决方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壹点云高招”

快来晒晒

和妈妈的今昔对比照

5月6日，山东财经大学进行了开学模拟演练，学生进教学楼需要测温。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巩悦悦 摄

5月7日，网上流传的一张截
图引发学生和家长关注。记者注
意到，该文件抬头印有“山东省教
育厅”字样，内文显示：经省委、省
政府同意，高一高二年级将于5月
20日正式开学。初一初二顺延一
周做开学准备，具体开学时间由
各市按照“市域同步”的要求研究
确定。

经与山东省教育厅核实，工
作人员称从未发布过这项通知，
其中相关信息均为谣传，学生及
家长切勿轻信。具体安排均以山
东省教育厅及各市教育局官方发
布的信息为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巩悦悦

葛相关链接

高一高二5月20日开学？

省教育厅：假的！

5月7日，山东省教育
厅有关“高校开学安排”
的消息一经推出，迅速燃
爆高校朋友圈。与往年的
开学不同，在经历了超长
假期之后，大学生返校后
对防控工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虽然省内大中小学
核验条件一致，但对高校
提出的要求则是“严上加
严”。高校与中小学最大
的不同是“大学生跨省流
动”，这也意味着加大了
对学校的挑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返校后是否
需要核酸检验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目前，
我国有4000多万大学生，其中有
1000多万是跨省流动，另有3000
万是在省内流动。在此背景下，不
同区域的学生返校时间一致吗？
返校后是否需要进行核酸检验？

针对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
山东财经大学副校长张书学。据
介绍，大学生将分省份、分地域返
校，湖北、黑龙江、广东等省份的
毕业生首先返校，第二批是其他
省份，第三批是山东省的学生。

“这是我们制定的预案，需要先报
给济南市政府，最后经由山东省
教育厅同意后，我们才能执行。”

大学毕业年级学生返校后，
是否需要进行核酸检验？山财大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事暂未
确定，将以山东省教育厅的通知
为准。

此外，学生返程有无具体要
求，会点对点接送吗？针对这一

提问，山财大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暂未确定。”

给学生创造
怎样的校园防控环境

在这个超长假期里，高校一
方面开启“云课堂”，保障师生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另
一方面如何发挥科研优势，为学
生创造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竭
尽专业所能？

记者了解到，在疫情形势最
不容乐观的2月，山财大紧急研发
出了“区块链疫情采集监测系
统”，能实时在线采集、监测疫情。
不仅如此，山财大还采用蚂蚁区
块链自主开发的疫情安全信息
卡，包含了山东健康通行卡的指
标信息，能一次提供14天的可视
化健康记录。

为做好应急预案，迅速及时
处置突发事件，以应对开学之后
的突发疫情感染情况，山东建筑
大学自2月底起昼夜赶工，于3月
底前建造完4600平方米的疫情
防控隔离区。其中包含162个条件
齐全的单人间。该疫情防控隔离
区临近学生公寓、校医院，一旦有

师生在校出现发热症状，将立即
被转移至此，迅速阻断扩散途径，
避免聚集性传染。

“特殊学期”
如何上课找工作

返校后，高校毕业年级学生
如何开展教学？教室人数设置上
有无具体要求？应届毕业生面临
的紧要大事——— 就业，又该如何
解决？拿山东财经大学来说，毕业
年级学生返校后，学校将对其进
行分班。以前每个教室里有五六
十人，现在可能会减少一半。

对于就业，不可忽视的是，
今年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受疫
情影响，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原
定三四月份的线下春季招聘被
叫停，为此每所高校都别出新意
地开通了“云招聘”，还对有就业
意向的毕业生进行分类指导。

举例来说，得知无法如约开
展线下招聘，2月初，山东师范大
学招生就业处（创新创业学院）就
业指导办公室主任孙爽就与同事
开展了线上工作，同时还将自己
的电话、邮箱、QQ公布出来，“尽
最大努力指导学生顺利就业”。

大学生跨省流动，高校从严应对

按省份和地域制定分批返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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