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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新闻B04

本报烟台6月23日讯(记者
李楠楠) 6月21日，烟台市

2020年春季高考知识考试结
束，成绩将于7月中下旬公布。
除了知识考试，7月14日—20
日将进行技能考试。

2020年春季高考知识考
试已于6月20日-21日进行，其
中6月20日9:00-11:00考语文；
14:30-16:30考专业知识；6月
21日9:00-11:00考数学，14:30-
15：30考英语。烟台市实际参
加考试的人数为4108人，7个
考点、146个考场，全部设在芝
罘区。

据悉，今年春季高考，考
生入场时进行了两次安检，并
进行人脸识别、体温监测等，
考生体温超过37 . 3℃的不能
进入考点。考生进入考点后全
程佩戴口罩，凭准考证、身份
证(原件)，首场需健康通行码、

《安全考试承诺书》，部分考生
还携带了核酸检测报告，在考
前30分钟进入考场。

6月21日下午3点半，英语
考试结束，考生陆续走出考
点。“英语刚发卷的时候前10
道题就做完了。”“满分80分，
预测能打78分以上，作文预留
扣2分吧。”走出考点，烟台天
虹学校的考生们一脸轻松，纷

纷向学校老师汇报考试的情
况，多数考生反映不难，打70
分以上没问题。

随着最后一科英语考试的
结束，2020年春季高考知识考
试结束，考生高考成绩将于7月
中下旬公布，具体时间另行公
告，请登录山东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网站：www.sdzk.cn查询。

据悉，春季高考统一考试
招生采取“文化素质+专业技
能”考试模式。春季高考“文化
素质”考试包括语文、数学、英

语3个科目，其中语文120分、
数学120分、英语80分，文化素
质总分320分。“专业技能”考
试包括专业知识和技能测试
两部分，总分430分，其中专业
知识满分为200分，技能测试
满分为230分。高考总成绩750
分。

知识考试结束后，考生还
要进行技能考试。今年技能考
试安排在7月14日—20日进行，
各类别具体考试时间由主考学
校自主确定。2020年技能考试

分为18个专业类别，由30所高
校作为主考学校。考生于7月11
日起登录省招考院招生考试信
息平台(http://wsbm.sdzk.cn)自
行打印“2020年春季高考技能
考试准考证”。

从2022年(2019年入学的
高中段学生)起，山东省开始
实施“职教高考”制度，采取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
生办法，职业技能考试成绩在
录取中所占权重原则上不低
于50%。

烟台春季高考知识考试结束
7月14日开始技能考试

烟台俩高校发文退住宿费
不足半月不计收费用

本报烟台6月23日讯(记者
李楠楠) 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从驻烟高校获悉，烟台
大学和滨医烟台校区发文明
确退本学期住宿费，其中烟大
在校住宿时间不足一个月的，
半个月以下不收费，滨医在校
实际住宿时间不足一个月的
免收住宿费。

据悉，《山东省高等学校
收费管理办法》《山东省高等
学校住宿费收费管理办法》规
定，住宿费按照学年或学期收
取，学习时间每学年按10个月

(每学期按5个月)计算。多数高
校住宿费是按照学年收取。根
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疫
情防控期间学校收费管理工
作的通知》要求，“学校按照实
际发生原则收取住宿费。春季
学期按5个月计算，对于未住
宿的学生，学校按月计退住宿
费，多收部分于学期结束后一
律退还学生。在校实际住宿时
间不足一个月的，由各学校根
据本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规
定计退。”

6月4日，烟台大学发布疫

情防控期间学生住宿费退费
的通知，根据文件规定，烟大
春季学期按5个月计算，对于
未住宿的学生，学校按5个月
计退住宿费；在校住宿时间不
足一个月的，半个月以下不收
费，半个月(含)以上的按一个
月计收住宿费。由于计退住宿
费工作涉及人数多，学校将分
批次办理退费。毕业生离校完
毕后进行清退，其他年级于7
月底前清退完毕。清退的住宿
费逐批退回到同学缴纳学费
时的银行卡中。

6月16日，滨州医学院发布
关于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
住宿费退费的通知，滨医根据
文件精神，本着关爱原则，经学
校研究决定，所有在学校及实
习单位住宿的学生，本学期不
返回的，退还本学期全部住宿
费；本学期返回的，学校按月计
退住宿费，在校实际住宿时间
不足一个月的免收住宿费，已
收取需退费部分于学期结束据
实结算后一律退还学生。学校
将通过学生在教务管理系统中
登记的银行卡退费。

烟台严禁民办高中虚假招生宣传
需跨地市招生的，要经所在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核准

本报烟台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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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严禁民办高中学校虚
假招生宣传，需跨地市招生
的，要经所在县市区教育行政
部门核准。

日前，烟台市教育局发布
2020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
高中阶段招生录取工作实施
意见，2020年全市初中毕业生
总数5 . 56万人，在全面普及高
中阶段教育的前提下，按照职
普比大体相当的原则，确定高
中阶段招生计划。

其中公办学校严格按照
规定的招生范围招生。未经市
教育局批准，公办普通高中不
得跨县市区招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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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办学校凭有效的办学
许可和法人登记证书(营业执
照)在审批机关核准的办学规
模内申报招生计划，严禁虚假
招生宣传，其招生简章广告应
依法报审批机关备案。学校收
费项目及标准须在招生简章、

广告、公示栏予以注明，收取
费用应出具发票等法定票据，
严禁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
挂钩的捐资助学款，不得以任
何名义向学生摊派费用强行
集资。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应严
格执行发展改革部门批准的
收费标准。民办学校在教育
行政部门的指导下，按批准
的招生计划自主招生，不得
招收已被其他高中阶段学校
按规定程序录取的学生，对
于招收已被其他高中阶段学
校录取学生的民办学校，将
大幅度削减其下一年度的招
生计划。根据国家发展改革
委、最高人民法院等44个部
门《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
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
录的通知》文件要求，学费、
住宿费高于公办高中的民办
学校，不得招收限制失信被
执行人的子女、失信被执行
人的子女，以及失信被执行

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
行的直接责任人的子女。民
办高中需跨地市招生的，按
照《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年普通高中招生入学工
作的通知》要求提出生源计
划，经所在县市区教育行政
部门核准后，报送市教育局
基础教育科，由市教育局报
省教育厅协调生源地所在市
纳入当地高中招生计划并参
加统一招生考试、统一录取、
统一管理。

中等职业学校可根据各
自的办学特点，采取自主招
生、跨区域招生等灵活多样的
招生模式。各县市区教育行政
部门和学校要支持和鼓励优
秀初中毕业生报考“3+4”本
科、五年制高职、五年制高师。
往届初中毕业生、未升学普通
高中毕业生、城乡劳动者、退
役士兵等可到中等职业学校
直接注册入学。

烟台市2020年高考
适应性练习质量分析会召开

近日，烟台市教科院组织召开全市
2020年高考适应性练习质量分析会。会议
采用网络视频形式，主会场设在教科院
录播室，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旋
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教科院院长管锡基
出席会议，各区市教体局分管局长、教研
室主任、分管高中主任、各普通高中学校
校长、业务副校长、高三年级主任以及市
教科院全体高中教研员等200余人参加会
议。会议由市教科院副院长王志强主持。

王旋副局长围绕落实国家、省、市高
中教育教学工作要求，奋力打通2020届高
考“最后一公里”谈了四点意见。一是要
抓住一个前提不松懈，各学校要时刻绷
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教育师生增强自我
防护意识，确保学校疫情防控不出问题，
为高三复习备考保驾护航。二是聚焦精
准二字不放松，精准分析考情，做到心中
有数；精准教学，提高备考的时效性；精
准施策，提高应考的效能。三是不断增强
学生对新高考的适应能力，引导学生适
应高考、等级考考试流程、解题思路、考
试答题技巧等。四是帮助学生增强自信，
保持良好心态，提振考试信心。

会议指出，当前各高中学校复习备
考工作扎实有效，校长、教师的辛勤付出
令人感动；各高中要把高三毕业学生，尤
其是优尖生、边际生的考前心态调整、学
科指导等工作进一步做实做细；各学校
要切实加强考前的习题精选、精练、精讲
工作，明确高考的必考点和重、难点，加
强考前的精准指导与备考。

会上，烟台市教科院进行了高考适
应性练习考试质量分析，从优生发展情
况、模拟一本发展情况、模拟本科发展情
况等方面对适应性练习进行了深入解
读；从统筹规划、把握节奏，回归基础、查
缺补漏，调整状态、注重规范三个方面提
出了复习备考建议。

本次会议既是适应性练习考后质量
分析会，传导了压力，又是高考前的动员
会，传递了信心，对于各高中学校进一步
优化完善高考前的复习备考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烟台职业学院
打好精准就业“组合拳”

作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专业建设计划项目单位”“国家示范性骨
干高职院校”“国家优质高等职业院校”，
烟台职业学院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
出发点，齐抓共管，多措并举地开展毕业
生就业促进工作。日前，经省高校毕业生
就业管理部门统计，学院2020届5907名毕
业生，已就业4138人，就业率达70%，位列
省内高校前茅。

各部门、各单位和各系负责人要亲
自部署和督促毕业生就业工作，带头联
系用人单位，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抓出工
作实效；二要尽最大努力拓宽就业渠道，
结合“24365网络招聘”和“百日冲刺活
动”，做到毕业生网上招聘全覆盖，动员
辅导员、班主任、专业导师等各种力量，
千方百计为毕业生扩大就业机会；三要
积极做好线下招聘活动，在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前提下，积极以院系、专业为单
位开展针对性强、结合度高的小型(专场)
招聘会，为毕业生提供精准有效的就业
支持服务；四要建立健全责任体系，优化
奖惩办法，营造全员抓就业、促就业的良
好氛围，形成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

学院于2020年5月20日至6月10日举办
烟台职业学院2020届毕业生网络双选会，
共有157家企业参与，提供5987个就业岗
位。学院就业部门组织毕业生积极参与，
投递简历，引导其与用人企业进行网签
协议或签订劳动合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宋海容

春季高

考知识考试

结束，考生走

出考点一脸

轻松。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楠

楠 摄


	J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