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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烟台6月1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曲志涛) 2020
年高考烟台考生体检时间为5月
28日至6月25日。

日前，烟台市教育局发布普
通高校招生体检温馨提示，根据
有关体检工作规定，报考高校的
所有考生(含单考单招)均须参加
区市招考办统一组织的招生体

检。今年体检的时间为5月28日至
6月25日，考生按照报名所在区市
招考办的具体安排参加体检。主
要检查项目有眼科、内科、外科、
耳鼻喉科、胸部透视、转氨酶等项
目。报考军事、公安、武警等高校
的考生还须参加由省军区、省公
安厅或有关高校组织的军检、面
试或体能测试，具体要求另文下

发。
为保障考生及工作人员的健

康安全，请广大考生严格执行如
下疫情防控要求：考生须注意个
人卫生，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
避免去人群流动性较大的场所聚
集，加强防疫知识学习，积极采取
防控措施，做好个人防护。

考生须申请山东省健康通行

码，进入体检地点时，要出示绿色
健康通行码，经检查绿码正常后
方可进入体检。

体检前有发热(超过37 . 3℃
标准体温)的考生及外省14日内
返鲁的考生，务必前往当地定点
医疗机构发热门诊检查并跟所在
中学及体检站联系。

进入体检场所后全程佩戴口

罩 (体检项目中需要摘除的除
外)，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理，体
检场所内不得随意走动。

考生之间应尽量保持1米以
上距离，避免近距离接触交流。

因防疫需要，在不同体检项
目之间要有序流动，服从安排，不
得随意交叉，所有项目体检完成
立即离开体检场所。

烟台市2020年高考体检开始
考生须要出示绿色健康通行码，经检查绿码正常后方可进入体检地点

2020年山东省继续实施高校专项计划

烟台3县市农村学子考重点大学可享优惠政策
本报烟台6月1日讯(记者

李楠楠) 2020年山东省继续
实施高校专项计划，莱阳、栖
霞、长岛等3地农村学子报考
全国重点大学将享受录取优
惠政策。

日前，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
于做好2020年面向农村和贫困
地区学生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
通知，2020年山东省继续实施重
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
生专项计划。招生学校由教育部

确定。面向山东省省级财政困难
县、长岛县及中西部地区和沂蒙
革命老区的部分县(市、区)招生，
其中莱阳市、栖霞市和长岛县等
烟台市3个县市位列其中。

高校专项计划报考学生
须同时具备下列三项基本条
件：(1)符合2020年统一高考报
名条件并参加我省2020年夏
季高考；(2)本人及父亲或母亲
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在实施
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

续3年以上户籍；(3)本人具有
户籍所在县(市、区)高中连续3
年学籍并实际就读。招生高校
可在此基础上提出其他报考
要求并在招生简章中明确，确
保优惠政策惠及农村学生。

考生按照教育部及有关
高校要求登录教育部阳光高
考平台完成报名申请。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通过教育部阳光
高考平台，下载我省2020年高
校专项计划报考考生名单并

发给各市，各市再将名单信息
分别发送所辖县(市、区)，据此
开展资格审核工作。

高校专项计划招生办法由
招生高校确定并在招生简章中
明确，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
有关高校普通类招生所在批次
录取控制分数线。招生高校要
认真总结近年招生情况，充分
考虑实施区域基础教育实际和
农村学生特点，完善招生办法，
增加考生录取机会。

2020年职业院校与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分段培养政策发布

烟台5所高校“3+2”计划招400人
本报烟台6月1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孙中璧)
日前，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

于下达2020年职业院校与本
科高校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试
点任务的通知，确定今年“3+
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试点高
职高专院校48所，共计92个专
业点，衔接本科高校28所，招
生规模4880人。

其中烟台有5所高校计划
招400人，分别是烟台职业学
院工程造价专业衔接青岛农
业大学工程造价专业招40人，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衔
接鲁东大学交通运输专业招
80人，模具设计与制造衔接青
岛科技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专业招80人。
山东中医药高专护理专

业、中药学专业分别衔接山东
中医药大学护理学专业、中药
学专业各招40人。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衔接
滨海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专业招40人。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粮食
工程技术专业衔接青岛农业
大学粮食工程专业招40人。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衔
接山东交通学院交通运输专
业招40人。

“3+2”贯通培养高职阶段
招 生 范 围 为 已 参 加 山 东 省

2020年夏季普通高校考试招
生统一考试，且高考成绩达到
我省普通类一段线下50分(含)
以内的考生。

“3+2”对口贯通培养考生
录取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统
一组织，考生在普通类常规批
填报志愿，由高职院校根据高
考录取规则录取并办理录取
手续。

职业院校与本科高校对口
贯通分段培养是我省现代职教
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培养高层次技术型、工程型以
及其他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
重要探索。各职业院校要坚持
文化与技能并重，确保培养质
量；各本科高校要更新观念，积

极介入、主动作为，全过程、全
方位融入贯通培养各阶段。

山东省教育厅将开展对口
贯通分段培养质量检查与评
估，培养质量与现代职业教育
质量提升计划项目安排和资金
分配挂钩。对办学质量高、合作
成效好的专业点给予奖励。对
办学质量低、合作成效差的专
业点予以通报，转段考试通过
率低于60%的专业点，暂停1年
招生资格，整改后经检查评估
培养质量仍然达不到要求的，
停止继续招生资格；连续2年转
段考试通过率低于80%的专业
点，直接停止继续招生资格，健
全有增有减、优胜劣汰的动态
调整机制。

莱州市教育系统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121名

2020年莱州市教育系统事业单位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121名。

招聘对象要求全日制研究生及“双
一流”建设高校(包括42所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和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本科毕
业生。应聘人员须为1979年6月6日(含)
以后出生。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放宽
到1969年6月6日(含)以后出生。

具体报名时间为2020年6月6日—
2020年6月8日，现场报名地点为莱州市
教育和体育局人事科(莱州市文化东街
743号)。

招聘考试采用直接面试的方式(面
试不收取费用)。面试成绩采用百分制计
算，保留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尾数四舍
五入。

面试主要考察应聘者的职业道德、
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面试根据岗位特
点和专业要求，采用试讲方式进行。面试
成绩于本场面试结束后现场公布。为保
证人员素质，面试成绩合格线为60分，不
足60分的不予聘用。

面试结束后，根据面试成绩，分岗位
由高分到低分按照1：1 . 5比例确定进入
考察范围人员名单。

进入考察范围人员确定后，按计划
招聘人数由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对报考
人员进行考察、体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海阳市教育系统事业单位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88名

2020年海阳市教育系统事业单位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88名。

应聘人员须为1979年6月2日(含)以
后出生。报考各岗位的人员学历须为国
家计划内统招全日制学历。招聘岗位为
教育类。报名采取统一时间网上报名、网
上初审、网上缴费的方式进行，每人限报
一个岗位。

报名时间：2020年6月2日9:00-6月4
日16:00；查询时间：2020年6月2日12:00
-6月5日11:00；缴费时间：2020年6月2日
12:00-6月6日16:00；

招聘考试采用先笔试后面试的方
式。笔试成绩、面试成绩、考试总成绩均
采用百分制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数，尾数四舍五入。

面试结束后，考试总成绩按笔试成
绩和面试成绩各占50%比例合成。根据考
试总成绩，分岗位由高分到低分按照1：
1 .2比例确定进入考察范围人员名单。

进入考察范围人员确定后，按计划
招聘人数由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对应聘
人员进行考察、体检。经考察、体检合格
的人员，在海阳市政府网站公示，公示期
为7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没有问题或反映
问题不影响聘用的，由招聘单位办理聘
用手续。

受聘人员在海阳市最低服务年限为
五年(含试用期)。对于2020届全日制普
通高等院校毕业生以及2018、2019届尚
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毕业生且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受聘人
员，实施“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
招聘单位与此类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
时，按规定约定1年试用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今年高考体检的主要程
序：

体检的主要程序包括：各
区市招考办制订体检日程安
排——— 各报名点组织考生参
加体检——— 体检医生按体检
项目和工作操作规程对考生
进行体检——— 录入体检信
息——— 主检医师做出总检结
论——— 体检结果告知考生。检
查是否有漏填、漏检或体检结
论不明确的，若发现问题可由
报名点通过区市招考办与体
检医院(体检站)联系复查。

考生体检过程中应注意
的问题：

(一)体检前
注意各区市招考办公布

的体检日程安排，了解体检
时的工作流程和注意事项，
做好体检前的准备工作，按
时参加体检。因病或因其他
原因不能按时参加体检的，
须提前向所在学校或区市招
考办说明，由区市招考办与
体检医院协商后另行安排时
间进行体检。

注意饮食，不吃辛辣、油
腻和不易消化的食物，不饮
酒，避免做剧烈运动；注意休

息，保证良好的睡眠，防止感
冒，尽量不要服用药物、保健
品，因为它们可能引起转氨酶
增高等症状，影响体检结果。
转氨酶正常的考生，不影响录
取。

轻度色觉异常(色弱)、色
觉异常II度(色盲)等疾病不是
通过锻炼和治疗能够改变的。
有此类情况的考生也不必烦
恼，填报志愿时避开限报的专
业，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这
样既能够保证正常学习，又能
够避免毕业后选择工作的麻
烦。

有高血压家族史和体形
较胖的考生要注意血压的情
况。平时要测一测自己的血
压，如果血压高应在医生指
导下系统治疗，有些是非药
物治疗就可以控制的，如低
盐饮食、消除紧张情绪、适当
体育运动等。

请考生提前了解自己的
眼睛度数、既往病史(主要指
重要脏器病史)，以便体检大
夫了解情况。

(二)体检中
要自觉做到文明守纪。

要尊重体检医生，主动配合

体检医生进行检查；要服从
学校和体检医院的指挥，遵
守体检纪律，维护体检秩序，
不在体检场所大声喧哗、吵
闹，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保
证体检工作安全进行。

体检时，衣着尽量宽松，以
便穿脱。勿带贵重物品，以免丢
失；要克服紧张心理，防止由于
紧张、担心而引起的血压升高、
心率过速等现象的发生。

安排抽血检查时考生应
空腹，抽血后拇指按压针眼
处，不要揉擦，不要用抽血的
上肢测量血压；抽血后如有不
适，要就地倚靠、坐下或平卧
休息，抽血当日上肢不要做剧
烈运动。

体检时患感冒或其他疾
病，正在服药治疗的，要主动
向体检医生说明，以免影响
体检结果；由于精神紧张等
原因，造成血压超过正常标
准或心率过快等情况，考生
须及时向体检医生说明，在
体检医生的指导下，适当休
息后再重新进行检查。考生
还要注意检查体检所列项目
是否已检查完毕，不要漏项。
要注意及时了解自己的单项

体检情况，发现与自己的身
体状况不一致的，要及时向
医生提出来并核准，对体检
结果有疑问的，须通过带队
老师与体检医院进行反映、
协调。是否重新检查须听从
体检医院的安排。

(三)体检后
体检结束后，由所在中学或

区市招考办发放体检告知书，考
生核对无异议后签字确认。考生
要详细了解自己体检后的各项
结果。体检告知书针对考生体检
中的问题提出了填报志愿的有
关指导意见，对考生了解自身身
体情况和填报志愿有参考作用，
请务必妥善保存。

考生如对体检结果有异
议，应于体检结束一周内向体
检站提出申请，经体检小组批
准后，进行复查。考生对复检结
果仍有异议的，可通过区市招
考办向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提
出专项复检申请，按规定的程
序和时间到指定的医院进行专
项复检。体检结论以在规定时
间进行体检和复查后的结论为
准。未在规定时间之内进行体
检、复查、仲裁的结果一律不作
为体检结果和录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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