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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

本报济南6月14日讯 (记者
尹明亮) 2020年山东综合评价招
生有何新变化？报考各个学校的综
合评价招生都需要注意什么？6月
14日上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云
高招”线上高考咨询平台迎来了
2020年新高考的首场线上咨询会，
10所在山东开展综合评价招生的
高校招生负责人在线上为考生和
家长解疑答惑，一个小时的直播吸
引超过35万人次观看。

2020年是山东实施新高考的第
一年，2020年山东省综合评价招生
也有不小的变化，对高考成绩的要
求整体提高了。多数学校的招生计

划也增加了，对考生获奖的要求也
没往年那么高了。在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云高招平台上，考生及家长与
各个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实时交流互
动，咨询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没有奖项可不可以报名综合
评价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和强基计
划可不可以兼报……在山东大学
的直播间里，山东大学本科生院院
长、本科招办主任刘传勇亲自答复
着考生们的一个个疑问。在中国海
洋大学的直播间里，本科招生办公
室副主任高辉面对考生及家长的
提问，也进行着耐心的解答……

“经常有人问申请表要从哪里

下载，这个报名表是在网上报名填
写完所有信息后才生成的报名表，
并不是先下载再填写。”“准考证是
在学校开始测试前一周内才能打
印，考生一定得注意。”“综合评价
招生志愿填报如果填写了服从调
剂，是在开展综合评价招生的各专
业间调剂”……在直播过程中，哈
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招办副主任
袁伟芝的每个回答对考生来说都
颇为实用。

在浙江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山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
岛科技大学等高校的直播间，人气

都随着时间而增加。一个小时的
线上直播，10个直播间累计访问
量很快突破了35万人次。直播即
将结束，许多考生及家长都意犹
未尽，面对热情的考生及家长，虽
然直播时间已到，但山东财经大
学招办主任许滋坤依旧继续回答
着大家的疑问。

线上直播结束后，10所高校
的直播视频也将留存在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云高招平台上。考生
及家长可以微信扫描右方小程序
码，进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云
高招”系统，随时查看各个学校的
直播回放。

10所高校招生负责人做客齐鲁晚报云高招，线上解读综合评价招生

云高招首场咨询会，1小时访问量破35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徐玉芹

变化 1

扩招！10所高校试点，7
所增加综招计划

根据《通知》，山东今年试
点综合评价招生的10所高校分
别是：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
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哈尔
滨工业大学(威海)、青岛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科技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山东财经大学、
浙江大学。根据10所高校公布的
综招章程，7所有明显扩招，2所有
所减招。其中以山东大学扩招人
数最多，共增加了100人。

记者注意到，山东大学今
年综招投放了300个计划，比去
年增加100人；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120人，与去年持平；哈
尔滨工业大学(威海)130人，比
去年增加60人；青岛大学240
人，比去年增加40人；山东师范
大学今年招330人，比去年增加
60人；山东财经大学今年招350
人，比去年增加90人；山东科技
大学今年招220人，比去年增加
40个计划。省外的浙江大学今
年的招生计划为30人，比去年
增加5个。

中国海洋大学与青岛科技
大学都相应减招，其中，中国海
洋大学40人，比去年减少20人；
青岛科技大学今年招120人，比
去年减少70个。

山东大学本科生院院长、本
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刘传勇表示，
作为首批参与山东综招试点的
高校之一，经过前四年的试点发
现，通过综招进入山东大学的学
子综合素质优秀，专业认知度
高，入校后发展普遍较好，因此
今年增加了100个计划。

除了招生人数，招生专业
各校也进行了调整。

变化 2

新高考连锁反应，综招
报名条件普遍调整

今年是山东新高考落地实
施第一年，新的高考政策带来
的连锁反应逐渐显现。往年综
招报名条件中，学业水平考试
等级是个重要参考，以山东大
学为例，2019年要求“报考A、B
两类的考生学业水平考试原则
上达到10A”，但新高考形式下，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

考”和“等级考”，高校无法沿用
原来的报名条件。

记者注意到，失去了学考
等级参考之后，高校在报名条
件的设置上普遍做出相应调
整。山东大学2020年综招报名
条件中明确，“高中阶段历次期
末考试总成绩及高考模拟考试
总成绩不低于总成绩满分的
70%；参加不少于10个工作日
的社区服务和一周社会实践，
并完成不少于6学分的考察探
究活动。”而在2019年，山大综

招报名条件要求“报考A、B类
考生高中阶段历次期末考试成
绩及高考模拟考试成绩原则上
不低于年级前10%(文理分别排
序)；报考C类考生不低于年级
前30%。”

中国海洋大学2019年要求
学业水平考试各科目等级最低
要求为9A1B，且与报考专业类
别相对应科目等级须为A；今年
则要求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
各科目成绩均达合格。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今年

同样要求应届高中学业水平合
格考试各科合格，往届生要求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达9A1B及
以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同理。

变化 3

部属高校高考成绩占
比提至85%

与往年综招相比，今年综
招还有一个重要变化便是，综
合成绩的构成发生较大变化，
即高考成绩占比提高。其中，四
所部属高校更是将综招成绩中
的高考成绩占比提高到85%，
大有向“强基计划”看齐之势。

山东大学在2020年综招章
程中明确，“综合成绩=高考总
成绩(换算成百分制)*85%+学
校考核成绩(换算成百分制)*
15%。”而在2019年，山大综招
综合成绩中，高考成绩占比为
60%。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浙江大学在今年的综
招简章中均给出同样表述。而
由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变
化，原来“631”中属于学考的

“1”相应取消，学校考核成绩占
比全部调整为15%。

省属高校也做出了调整，
将高考成绩占比提高到70%，
学校考核测试成绩占30%。青
岛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科
技大学、山东财经大学、青岛科
技大学等高校均是如此。2019
年，省属高校综合成绩中高考
成绩占比一般为60%。

对于综合成绩占比的调
整，山东大学本科生院院长、本
科招办主任刘传勇解释说，校
考核成绩占比15%的份额还是
比较可观的。“从往年综招录取
经验来看，考生在校测中成绩
优秀，会对综合成绩排名起到
很大提升作用。”

不过，也有家长认为，综招
提高高考成绩占比，尤其是部
属高校占比的提高，意味着低
分走捷径的希望变小，“高考成
绩才是王道。”

扩招、降门槛，提升高考成绩占比

新高考下，山东本科综招有“三变”

公 告
济南鲁盈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王树锋：

你单位职工桑学峰向我局提出
的工伤认定申请，我局已予以受理。
因你单位已不在注册地址生产经
营，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限期举证通知书。桑
学峰的申请事项为：桑学峰在天桥
区环卫局清运科担任驾驶员，认定
其2020年1月9日20时许在光大废弃
物处理中心卸车时受伤的情形为工
伤。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申辩意见及证据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你单
位应向我局提交对该工伤认定申请
案件的申辩意见及有关证据。逾期
我局将根据相关证据，并依据《工伤
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
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
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
举证责任”之规定办理。

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近日，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本科高校综合评价招
生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今年继续在山东大学等10

所高校实施综合评价招生试点，其中9所为驻鲁高
校、1所省外高校。综招报名6月22日前完成。截至目
前，10所高校已全部公布招生简章并展开报名。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综
招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

奥赛省一以上报山大
有特设优惠

2019年年底教育部宣布自主招生
取消之后，一些抱着奥赛等各类获奖
证书、向上够不到强基计划的考生，如
今综合评价招生或为他们提供机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注意到，山
东大学在今年的综招简章中，为奥赛省
一以上考生准备了特殊优惠———“报考
第1、2、3组专业的考生高考总成绩须达
到山东省前25000名，高中阶段在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信息奥林匹克竞赛中获
得省级赛区一等奖及以上的考生高考
总成绩不低于山东省特殊类型招生控
制线即可报考。”

除山东大学外，中国海洋大学、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青岛科技大学等高
校也要求考生在高中阶段获得一定竞
赛奖项或成果。青岛大学也在报名条件
中明确，获得学科竞赛类、科技创新类、
语言文学类奖项，或在高中阶段获得省
级及以上“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
等荣誉称号者，经综合评定可优先进入
学校复试。

记者注意到，其他综招高校也为
各类竞赛生留了通道。有招办主任告
诉记者，获奖竞赛生具有学科特长优
势，只要综合素质优秀，当然也在学校
的招生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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