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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新闻B04

本报烟台7月13日讯(记者
李楠楠) 7月10日，随着最

后一门地理科目的考试结束，
烟台市2020年高考正式结束。

2020年山东省夏季高考
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
试分别于7月7日—8日和7月9
日—10日举行。烟台市共有
35387人报名参加夏季高考及
高中学业水平等级科目考试，
比去年增加2254人,高职单招
及综合评价、高水平、保送生
等已经录取6921人，实际应参
加考试人数为28466人，全市
共设14个考区、24个考点、954
个考场。山东省今年参加夏季
高考编场考生为530381人，全
省共设149个考区、336个考
点，安排17840个考场，考试工
作人员及其他部门保障人员
预计8万余人。

今年，高考考试科目首次
实行“3+3”模式。“3+3”模式即
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国家统
一高考科目，以及考生从思想
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
和生物6门学业水平等级考试
科目中任选的3门。

统一高考科目使用全国
统一命题试卷，考试时间安排
在7月7日全天和8日下午，其
中语文考试时间150分钟，数

学考试时间120分钟，外语(笔
试)考试时间100分钟。具体时
间为7月7日9:00-11:30语文，
15:00-17:00数学；7月8日15:00
-16:40外语(笔试)。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
考试由我省自主命题，考生从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
化学、生物等6个科目中选报3
科参加考试。考试时间安排在
7月9日至10日，每科考试时间
90分钟。具体时间为7月9日上
午8:00-9:30物理，11:00-12：
30思想政治，15:30-17:00化
学；7月10日上午8:00-9:30历
史，11:00-12：30生物，15:30-
17:00地理。

今年夏季高考与等级考
成绩将于7月26日17:00公布。
填报志愿模拟演练时间为7月
14日-17日，考生可登录http:/
/wsbm.sdzk.cn/进行操作练
习，今年志愿设置形式为“专
业(专业类)+学校”其中普通类
设置96个平行志愿。7月29日，
2020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
烟台专场将在烟台芝罘万达
广场(烟台市芝罘区西关南街
6号 )举行，百所高校聚集烟
台，省内外本科及高职院校的
招生负责人介绍学校的招生
政策,并就学校今年的招生计

划、专业设置等回答考生提
问。

7月30日，填报普通类提前
批和体育类提前批第1次志愿。
8月4日，填报艺术类本科提前
批第1次志愿；填报春季高考技
能拔尖人才第1次志愿。8月5日
至7日，填报艺术类本科批第1
次志愿；填报春季高考本科批
第1次志愿。8月4日至7日，填报
普通类特殊类型批志愿；填报
普通类常规批和体育类常规批
第1次志愿。8月13日，填报普通
类提前批、艺术类本科提前批
和体育类提前批第2次志愿；填

报春季高考技能拔尖人才第2
次志愿。8月21日，填报艺术类
本科批第2次志愿、春季高考
本科批第2次志愿。8月27日，
填报艺术类本科批第3次志
愿、春季高考本科批第3次志
愿。8月27日至29日，填报普通
类、体育类常规批第2次志愿；
填报艺术类专科批第1次志
愿、春季高考专科批(含技能
拔尖人才)第1次志愿。9月4日
至5日，填报普通类、体育类常
规批第3次志愿；填报艺术类专
科批第2次志愿、春季高考专科
批第2次志愿。

2020年高考成绩7月26日公布
7月14日-17日模拟填报志愿，7月30日起开始填志愿

烟台市教育局发布中考注意事项
英语科目开考后、其他科目开考15分钟后，考生禁止入场

本报烟台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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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俗称“中考”)将于7月14
日-16日进行，其中初四考试
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政
治、物理、化学；初三考试科目
为历史、生物；初二考试科目
为地理。

烟台市教育招生考试中
心发布致全市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中考)考生及家长一封
信，请考生注意以下事项：

提前查看《准考证》考试
时间和考生须知，按规定时间
和要求参加考试。

严禁携带各种通讯工具
(如无线耳机、手机、智能手表
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
等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
如携带进场将按违规处理。

做好个人防护，科学佩戴
口罩，不去人群密集的场所，
尽量“两点一线”活动。规律饮
食作息，适度进行体育锻炼，
增强免疫力。若考前身体不
适，务必及时就医并报告。建
议着简单浅色衣服赴考，防止
入场体温检测时体温升高。同
时，也请家长送考时尽量不要
在考点周边长时间停留和聚
集。

考生可于考前一天下午
查看所在考点位置。因疫情防
控和考场管理需要，考生不得
进入考点警戒线封闭区域。第
一场考试入场时，考点将安排
工作人员进行引导，请广大考
生家长不必担心。

考生凭《准考证》进场，对
号入座。考生只准携带必需的
文具，如2B铅笔、0 . 5毫米黑色
签字笔、圆规、三角板、橡皮

(政治科目为开卷考试，可携
带课本、笔记等文字材料)。

英语科目开考后、其他科
目开考15分钟后，考生禁止入
场；考试结束前30分钟方可交
卷出场；提前交卷出场的考生
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准在考
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考试用笔为2B铅笔、0 . 5
毫米的黑色签字笔。2B铅笔
主要用于填涂，0 . 5毫米的黑
色签字笔主要用于作答。考生
答题时应书写规范，避免书写
过于潦草或字迹太小等情况；
应保持答题卡卷面的清洁，不
要造成答题卡折叠、破损，因
折叠、破损的答题卡无法正常
进行图像处理，影响评分质
量。

考生在答题时首先通览
试卷和答题卡的答题区域，看
准试题要求和在答题卡的答

题位置，杜绝写错答题位置问
题的发生，避免更换答题卡，
以免影响自己考试的正常发
挥。按照规定，因考生个人原
因更换答题卡，不予延长考试
时间。

提早准备，调整状态。提
前谋划出行方式和交通路线、
交通状况、天气变化，保证提
前到达考点。建议提前40-50
分钟到达考点，按规定时间进
入考场。近期务必兼顾学习和
休息，克服紧张情绪，注意饮
食卫生，避免意外受伤，以最
好的状态参加考试。

遵守考试纪律，诚信应
考。请考生严格遵守《考生守
则》，明确考试中的违规违纪
行为及相关处罚规定，避免因
不了解考试纪律规定给考试
带来损失，防止出现违规违纪
行为。

烟台高考外语口试7月18日举行
采用人机对话机考形式，计分方法为百分制

本报烟台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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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的统一安排部署，报考外语或
有外语口试要求专业的夏季高
考考生须参加外语口试。2020
年烟台市外语口试工作由各区
市组织，考生在高考报名区市
进行考试，采用人机对话机考
形式，计分方法为百分制。

缴费时间：7月12-15日。1 .
考生通过各大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下载手机APP“烟台一手
通”，注册登录。2 .进入便民服
务云缴费，点击教育考试中的

“烟台市高考外语口语考试
费”进行缴费。根据《山东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财政
厅关于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收
费标准的通知》(鲁发改成本
[2019]1087号)，外语口语考试
费为每生35元。

打印考试通知单：7月16-
18日。缴费成功的考生重新登
录“烟台一手通”APP下载考
试通知单，使用A4纸张打印。
提醒考生：区市设置有多个考
点的，由考生自行选择考试地
点，原则上本校设立考点的考
生在本校考试，为防止考生候
考时间过长，考点每半天设置

考试人数上限，根据考生选择
考点打印通知单的先后顺序
自动确定上午或者下午考试。
考试通知单上面注明了参加
考试的地点及考试时间，请按
照通知单上的时间及地址参
加考试。所有考点设置在各区
市统筹安排的标准化考场内。

考试时间：7月18日8:00开
始，考生需提前半小时报到，
按考生签到先后顺序上机考
试。考生需携带准考证、身份
证及缴费成功后打印的考试
通知单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地
点参加口试，没有在烟台参加
夏季高考的考生不允许报名

参加烟台市的外语口试。
为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工作，考试通知
单的下联有《外语口语考试考
生健康承诺书》，请考生认真
填写后签字，考生进入考点候
考时，请将承诺书交给考点工
作人员留存备查。

考试期间，严禁考生携带
手机进入考场，严禁拍照试题
上网。要严格遵守防疫及考务
管理要求，考试结束后，考生要
从不同的通道离开考点，不得
与下一场参加考试的考生交
流。考生于7月25-27日通过手机
APP“烟台一手通”，查询成绩。

烟台16所普通高校

具有高考招生资格

日前，山东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
2020年我省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
资格高等学校名单的通告》，公布了2020
年山东省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
格的高等学校名单。

据悉，为维护广大普通高考考生的
合法权益，维护我省高等教育的良好社
会信誉，指导广大考生正确选择报考我
省高等学校，现将2020年我省具有普通高
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校名单予以公
告(按学校代码排序)。

根据名单，烟台具有招生资格的高校
有16所，其中公办本科院校有滨州医学
院、鲁东大学、烟台大学、山东工商学院等
4所；民办院校有烟台南山学院1所；独立
学院有烟台大学文经学院、青岛农业大学
海都学院、济南大学泉城学院等3所；公办
高职(专科)院校有烟台职业学院、烟台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山东商务职业学院、烟台汽车工程职
业学院、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烟
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等7所；民办高职(专
科)院校有烟台黄金职业学院1所。

全省高校名单详见二维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今年中小学生

“社会实践大课堂”场馆发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烟台市教
育局获悉，2020年第七届烟台市中小学生

“社会实践大课堂”活动场馆名单发布，92
处A类场馆对学生及陪同家长全免费。

据悉，此次在各区市推荐基础上，经
过审核筛选，确定了92处A类场馆(对学生
及陪同家长全免费)和24处B类场馆(对学
生免费、对陪同家长五折以下优惠)，作为
第七届烟台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
堂”活动场馆，为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劳
动实践、志愿服务和职业体验等综合实践
活动与劳动教育提供多样化学习平台。现
将名单予以公布：

本届“社会实践大课堂”活动时间为
2020年7月—2021年6月，全市中小学生持
学生证、校牌或学校证明，可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自主、自愿选择参加，不限次
数。未成年中小学生须在家长的陪同监
护下前往，确保安全。

各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与社会场
馆的联系和沟通，整合社会教育资源，充分
发挥实践育人效能。各学校要根据国家综
合实践活动与劳动教育要求，就近选择适
合的场馆结成共同体，联合开发场馆实践
课程，探索“学校+基地群”的实践教育实施
模式。同时，要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综合
素质评价的有关要求，积极探索可操作性
的评价办法，将中小学生参加考察探究、社
会服务、劳动实践和职业体验的实证材料
与活动成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为录
入学生成长档案及省市综合素质记录平台
创造条件，引领全市中小学生不断提升综
合素质，实现全面健康发展。

具体场馆名单详见二维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高考结束，烟台二中考生微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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