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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考烟台市区高中招生范围公布

烟台一中仍维持在芝罘区的招生规模

首批14所市级体育专项特色高中公布
可在全市范围内招收获批项目的具有体育专项特长学生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举行毕业典礼
校长最后一课讲“合作”

本报烟台6月18日讯(记者
李楠楠) 近日，烟台市教育局举
行新闻发布会，对今年的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招生录取
政策进行了解读。

今年烟台市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和高中阶段招生工作基本延续
往年的政策，但是在具体工作安
排上也有一些变化。

据介绍，今年“3+4”本科和五
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五年制高等
师范教育，以及各中等职业学校
面向全市招生。

烟台一中、烟台二中、烟台三
中、烟台四中、莱山一中、牟平一
中，牟平育英艺术中学的统招生
计划以及烟台青华中学的公办招
生计划面向四区(指芝罘区、莱山
区、牟平区和高新区)统一招生。
四区招生办法按照《2019年烟台
市四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暨普通
高中招生办法》执行。

牟平育英艺术中学的艺术特
长生面向六区招生。烟台一中在

过渡期内(2019年至2022年)维持在
芝罘区的招生规模。

烟台一中和烟台二中的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按省有关规定执
行，招生范围限定在本市范围内。
获批省、市级体育专项特色高级
中学称号的14所普通高中，可在
自主特长招生中，面向全市范围
招收具有获批项目体育专项特长
的学生。

烟台二中继续面向全市招收
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特长生，招
生人数不超过40人。其他公办高
中面向本区市招生。民办高中学
校按照规定招生范围自主招生。

公办普通高中自主特长招生
在7月29日至8月3日完成。烟台市
自主特长招生数量不超过当年学
校招生计划总数的5%，其余为统
招生计划。普通高中学校将提前
向社会公布学校的自主特长招生
方案，于7月3日至8日组织完成自
主特长招生。

公办普通高中自主特长招生

的对象为本学校招生范围内在音
乐、体育、美术等方面具有突出专
长并在烟台市参加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的初中应届毕业生。每个考
生只能报一所自主特长招生学
校。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申报
省级体育专项特色学校的通知》
要求，获批省、市级体育专项特色

高级中学称号的14所普通高中，
可面向全市范围招收具有获批项
目体育专项特长的学生。

统招生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
招生计划和学生志愿，按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成绩分批次从高分到
低分依次录取。各县市区公办普
通高中统招生录取工作日程：8月

11日，芝罘区、福山区、莱山区、牟
平区、开发区、高新区；8月12-13
日，海阳、蓬莱、长岛、莱州；8月14
-15日，莱阳、栖霞、龙口、招远；8
月16日为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时
间。民办普通高中在招生计划内
自主招生，不得招收已被其他学
校录取的学生。

烟台市召开

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会议

6月15日下午，烟台市召开预防未成年人
溺水工作会议。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
市管理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应急
管理局、市广播电视台相关科室负责人参加
会议。

市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市教育局党
组成员王诗龙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充分肯定
了近年来各有关部门预防未成年溺水工作
的成绩，同时也指出要进一步认清形势，提
高认识，增强做好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的
责任感、紧迫感；要加强部门间的联系，完善
联防机制，形成部门合力；要压实各自责任，
强化措施，迅速开展各水域隐患排查治理活
动；要聚焦关键，集中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
宣传教育活动，共同做好防溺水宣教工作。

会议通报了近期全省各地学生溺水事
故情况，分析了事故特征，与会各部门科室
负责人还就全市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的
职责边界进行了研究探讨，力求从事故中汲
取教训，细化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的责任
分工，共同做好全市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
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腾讯云计算认证培训

烟台职业学院分中心揭牌

近日，烟台职业学院在办公楼八楼会议
室举办与腾讯烟台新工科研究院合作签约
暨腾讯云计算认证培训烟台职业学院分中
心揭牌仪式。学院院长温金祥，腾讯烟台新
工科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志强，腾讯烟台新工
科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科学家徐永龙出席会
议并讲话。

温金祥指出，腾讯烟台新工科研究院在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
联应用等新工科研究开发、人才培养培训上
卓有成效。学院作为“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
院校”“国家优质高等职业院校”“中国特色
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单
位”，承担着山东省新一代IT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高地和国家高水平模具设计与制造专
业群建设任务，学院“十四五”的目标任务也
明确要求，必须深度嵌入“云物大智移”“5G
+”等新技术。温金祥希望，通过深化双方合
作，为服务山东省和烟台市新旧动能转换培
养培训更多的技术技能人才。

本次合作腾讯将提供腾讯云计算认证
培训，提供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移动
互联应用、信息安全等五大专业线上课程，
提供短期训练营项目，包括大数据、人工智
能、小程序、网络安全、区块链等，不断拓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培养培训领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通
讯员 宋海容

本报烟台6月18日讯 (记
者 李楠楠) 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从烟台市教育局
获悉，牟平一中等14所高中
被认定为烟台市首批市级体
育专项特色学校，可在全市
范围内招收获批项目的具有
体育专项特长学生。

据悉，本着科学布局、分
段分批、稳步推进的原则，经
学校申报、区市推荐、市级评
审，市教育局认定牟平一中、
莱州一中等14所高中学校为
烟台市首批市级体育专项特
色学校(由省教育厅命名的
省级体育专项特色学校直接
通过市级认定为同项目市级
体育专项特色学校)。

各学校要从推动烟台市
各项目体育后备人才建设和
发展的高度，对标省内外优秀
学校，科学制定发展规划，为
烟台市学校体育改革发展起
到龙头带动作用；积极参加各
级学生运动会等重大赛事并
争取优异成绩；积极向高一级
学校输送优秀体育人才。

根据项目的特点和发展

的需要，严格执行相关文件和
政策，安排自主特长招生计
划，制定严密的招生方案，保
证特长生招生工作公正、公
平、公开。建章立制，强化管
理，改善条件，保障特长生学
习、训练和比赛所需的师资、
场地、器材、装备、经费等。

努力提高教练员队伍业
务能力和训练水平，积极为
教练员培训学习提供条件和
经费保障，根据需要可外聘
高水平教练员提高训练质
量。要合理安排教练员的教
学与训练，训练和比赛要计
入工作量。按规定和项目发
展需要参加各级比赛，锻炼
队伍提高运动成绩。承担市
级教育行政部门安排的集训
和比赛任务。加强运动队建
设，抓好特长生日常管理和
文化课学习，培养既具有较
高文化素养又具有较高体育
专项技能的高水平体育人
才。认真研究高等院校招生
政策，积极与高校对接，为特
长生更好地发展畅通输送渠
道。

各体育专项特色学校可
优先参加省市教育主管部门
举办的相应项目的比赛。优先
选派体育专项特色学校教师
(教练员)参加各级专项培训。
带队成绩突出的优秀教师(教
练员)优先入选市队教练组，
指导和带领烟台市学生运动
队参加全国、全省学生运动会
和各项比赛。优先选派优秀运
动员参加省教育厅和教育部
组织的冬夏令营活动、各级学
生体育比赛。市教育局将根据
学校承担的全省、全国学生比
赛等训练、比赛任务，给予相
应的经费支持；对获奖运动
员、教练员给予奖励。体育专
项特色高中学校可在全市范
围内招收获批项目的具有体
育专项特长学生。

高中体育专项特色学校
建设是全面推进烟台市学校
体育改革发展、提高学校体
育竞技水平的重要举措。各
学校要科学谋划，精心组织，
认真做好体育特长生招生、
教学、训练、比赛、管理等各
方面工作。

烟台市教育局对各市级
体育专项特色学校实行动态
管理，以三年为周期，对各学
校进行督导评估，对特长生
招生、学习、训练、管理、输送
不力，成绩不突出的学校，将
取消市级体育专项特色学校
称号。

首批市级体育专项特色

学校名单

篮球：烟台二中、烟台三
中、龙口一中、牟平一中 (省
级)、莱州一中(省级)

排球：烟台三中(省级)
足球：莱山一中、龙口一

中、招远一中、烟台二中 (省
级)、开发区高级中学(省级)

田径：烟台三中、开发区
高级中学、莱州一中、莱阳九
中(省级)、龙口一中(省级)

武术：烟台格迈纳尔中
学、莱州六中(省级)

健美操：莱州一中、福山
一中(省级)

乒乓球：招远二中、烟台
二中(省级)、莱阳一中(省级)

游泳：烟台二中(省级)

本报烟台6月18日讯 (记
者 李楠楠) 6月12日，烟台
大学文经学院2020届毕业生
毕业典礼暨本科生学士学位
授予仪式隆重举行。

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拉开帷幕。会上，副院长王宪
杰宣读了《关于表彰2020年
优秀本科毕业论文的决定》
和《关于表彰2020届优秀毕
业生的决定》。学院董事长辛
军、执行董事曹世民分别为
省级和校级优秀毕业生代表
颁发荣誉证书。

毕业生代表、管理系王
小源发言，他回忆了文经四
年多彩的大学生活，感谢老
师们对其悉心培养，衷心表
达了对母校深深的祝福。

于光辉院长作了题为
《懂得合作，是活出生命意
义的密码》的毕业致辞。他
代表学院向圆满完成学业、
即将踏上新的人生旅程的
2020届毕业生表示热烈祝
贺和美好的祝福。鼓励毕业
生要敢于面对困难，迎难而
上。并深情寄语毕业生，一
要 有 敬 畏 之 心 ，要 敬 畏 生
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则；二
要有合作的意识和能力，要
懂得合作、善于合作，在合
作中看清别人的长处，从而
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他山
之石”；三要懂得自律，自律
的人不一定很优秀，但优秀
的人一定很自律。志行万里
者，不中道而辍足。“奋斗”

是引领我们前行的旗帜，心
里有火、眼中有光，通过奋
斗才能拥有自己“硬核”而
有意义的人生。

“四年师友昨日成追忆，
千里之行今朝正启航。”此去

经年，万望安好。愿每位毕业
生牢记师长教诲、同学情谊，
做一个拥有智慧并富有激情
的人，做一个胸怀大志并脚
踏实地的人，做一个富有责
任并敢于担当的人。

于光辉院长作毕业致辞。

烟台市

教育局新闻

发 布 会 现

场 。齐 鲁 晚

报·齐 鲁 壹

点记者 李

楠楠 摄


	J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