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招会首站济南
新增多个县市渠道

据省招考院最新消息，7月26
日17时，将公布夏季高考与等级
考成绩。在公布成绩的第二天，也
就是7月27日，全省规模最大的高
考招生咨询会(本科综合场)将率
先在济南高新区国际会展中心
(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宇南
路1号)举行。自7月28日起，山东
高招会将陆续在各市举行。

作为山东参展学校最多、参
加人数最多的高考招生咨询会，
齐鲁晚报举办的山东高招会已经
走过了17个年头。应考生和家长
需求，今年的第18届山东高考招
生咨询会再扩容，将走进山东13
市及3个县市，本科综合场和高职
(专科)场将各举行16场。

根据组委会安排，7月28日，山
东高考招生咨询会将在青岛(青岛
纺织谷)、济宁(济宁市奥体中心体
育场)、枣庄(枣庄万达广场)、临沂
(临沂商城实验学校)、淄博(文化
中心保利剧院广场)、滨州(滨州万
达广场)、东营(东营西城万达广
场)、德州(德州万达广场)、聊城(聊
城市金鼎商厦六楼)、泰安(泰安万
达广场)、日照(华润万象汇)举行。

7月29日，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
将走进烟台(烟台芝罘区万达广场)、
滕州(滕州万达广场)、沂源(沂源县
文化广场)、宁津(宁津一中新校区)。

不仅如此，备受考生和家长
关注的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高职
(专科)场，将于8月22日在济南高
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8月23日、
24日相继在以上各地举行。值得
一提的是，本专科综合场和高职
综合场将采用“线上+线下”的方
式，为考生提供咨询服务。

参展高校广而全
有双一流，也有省重点

17年里，山东高招会一路走

来，从未让考生和家长失望过。今
年更不例外。除了新开辟的多个
县市渠道招生咨询场次外，今年
确定参展的高校已超200所，可谓
是“广而全”。其中既有“双一流院
校”，也有“省重点高校”。截至
2020年7月16日，包含山大专区在
内的42所高校，确定在“名校专
区”参展。

7月27日于济南主会场率先举
办的山东高招会，将继续划分为
985/211高校专区、军事类院校专
区、省内本科高校专区、省外本科
高校专区、高职院校专区、海外留
学专区等。届时，考生和家长可根
据需求进行咨询。

记者了解到，山东大学、中国
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等省内名校悉数参加。汇聚众多
国内名校，山东高招会可谓“名校
荟萃”，即将亮相高招会的国内名
校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
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南开大学、
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校本部)、哈尔滨工业
大学(威海)、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对外
经贸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语
言大学、天津大学、武汉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东南大学、
重庆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国防科
技大学、兰州大学、湖南大学、南
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
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哈尔滨工程
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京邮
电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南财经
大学、四川农业大学、香港中文大
学(深圳)。

对于考分不太拔尖又想考个
好大学的考生来说，宁夏大学等
位于中西部的211高校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届时，悉数高校都将
在山东高招会等你。

当然，山东高招会定将汇聚
绝大多数的省内高校。山东师范
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财经大
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大学、济
南大学、青岛科技大学、齐鲁工业
大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烟台大
学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都将在
现场为考生答疑。

对于想报考高职院校的考生
来说，7月27日举办的山东高招会
本科综合场上，省内最好的高职院
校也将集聚一堂。山东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山东
交通职业学院、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等入选全国“双高计划”的山东高
职院校也将悉数到场参展。

山大36个院(系)亮相
定向培养士官高校组团来

与往年志愿填报不同，今年
专科提前批也将和本科提前批同
时填报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30
日。对于想报考定向培养士官生
的考生来说，高招会就一定要参
加了。届时，山东省内招收定向培
养士官生的高校，均会在高招会
现场接受咨询。

据省招考院消息，今年，山东
省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定向
培养士官3593人(含女生67人)。
从我省招生的高校有41所，其中

省内高校有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山东信息职业学院、潍坊科技学
院、威海职业学院、潍坊工程职业
学院、滨州职业学院，以及泰山职
业技术学院。在7月27日举行的山
东高招会上，上述省内高校将悉
数到场。

对于山东考生来说，军事类
院校向来都是报考的热门院校。
历年来，齐鲁晚报山东高考招生
咨询会都是军事类院校在山东唯
一集中组团参加的高招会，2020
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将继续
开设军校专区，在全国27所军事
类院校中，已有海军大连舰艇学
院、陆军边海防学院、信息工程大
学等多所大学确定参加。对于想
报考军校的考生来说，这也将是
最好的咨询机会。

需要指出的是，今年将采取
“专业(专业类)+学校”为单位的
志愿填报方式，如何选专业是考
生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早在去
年，山东大学36个学院(系)就开
始组团参加山东高招会，各专业
老师现场为考生解疑答惑，山大
专区也成为高招会现场最热门的
区域之一。今年山大将携36个学
院+泰山学堂+尼山学堂组成“山
大专区”，届时将在现场接受考生
和家长面对面咨询。

现场访谈5G全覆盖
入场者均须“实名制”

在7月27日举办的山东高招
会当天，将有包括山东大学、青岛
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
学、山东财经大学、山东中医药大
学在内的20多所高校招办负责
人，自8:30开始，陆续参与“老徐
话高招”访谈直播。此次访谈将
持续一上午时间，考生和家长可
以有选择地收听收看。值得一提
的是，现场直播访谈会有5G全
覆盖，为未能到场的考生提供视
频直播。

在参加济南主会场的山东高
招会期间，考生可持准考证、身份
证免费入场，家长须携带身份证
购票入场(可扫描下方“壹点云高
招”小程序码提前购票)。参与山
东高招会的所有考生和家长，均
须在“济南公安e警通”(扫描下方
二维码)登录注册，在实名认证和
人脸识别之后，才能提交信息完
成登记。在完成上述操作后，市民
出示页面，即可顺利入场。

根据组委会要求，在疫情防
控行程卡大数据支撑下，对所有
参展和观展的人员严格查验健康
码，只有绿码才予以放行。所有进
入会场人员必须佩戴口罩，所有参
展工作人员、施工人员严格按照规
定要求佩戴口罩。健康码为黄码
或红码的人员拒绝进入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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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尹明亮

2020年是山东实施“3+3”新
高考的第一年。2020年,根据山东
新的志愿填报规则,招生类别分
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三类,
按类分批次报考,不同的类别批
次不一样,什么样的考生应该在
什么样的时间点报考?许多考生
及家长都是一头雾水。

2020年,齐鲁晚报举办的山
东高考招生咨询会已经走进了第
18年,除了线下高招会,齐鲁壹点
云高招也将在线上为考生提供一
个新的咨询平台。届时，考生还可
登录云高招查询分数。

“壹点云高招”是一个集虚拟

展位、线上直播、互动交流、学校展
示、高招咨询、志愿填报、高校检
索、意向填报(预填报)等八大功能
为一体的云高招系统,为学校和考
生提供一个线上咨询的解决方案。

“云上高招会”融媒体产品还
包括三大垂直产品,即:《老徐话高
招》《悦读大学》直播访谈节目、壹
点问考/问招、高校招生专题。在壹
点云高招平台,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2020年高校专业解码专题中,我
们汇总了省内外许多高校的招生
政策解读以及学校的专业解读。

目前,山东考生报考相对较
多的百余所高校都已经进驻齐鲁
壹点,每个学校都开设了招生专
题,在高校专题里,考生可以在高

考政策条目下了解各个学校的招
生政策。可以在专业解码条目下
了解学校各个专业的特点,还可
以在新闻报道条目中,详细地了
解学校情况。此外,考生还可点击
进行学校和专业的预报名。通过
预报名,建立精准的考生与学校
沟通渠道,方便学校为目标考生
提供精细化服务。

今年本科综合评价招生报名
前夕,10所综合评价招生院校招办
负责人上线壹点云高招,为考生提
供线上咨询,受到考生们的欢迎,考
生不仅线上面对面与招办负责人
进行交流咨询。即便没赶上线上咨
询,也可以通过视频回放的形式观
看整个咨询全过程。

高考结束之后,齐鲁壹点云
高招还将组织各类高校分批上线
直播咨询。从7月到8月,在两个月
的时间里,壹点云高招将陆续组织
省内主要高校、省外重点本科高
校、高职(专科)院校等各类学校
的招生负责人分批次上线齐鲁壹
点,为考生提供线上咨询。

政策解读，线上查分，上“壹点云高招”

随着暑期高温天气的出现，
小学生溺水事件经常发生。为加强
对学生防溺水教育，强化学生安全
意识，有效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
近日，峄城区榴园镇中心小学开展
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活动。通过组
织收看《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讲
座》和重温防溺水“六不”警示，使
学生提高了对溺水预防、自救、施
救和溺水急救等方面的知识水平，
树立了“珍爱生命、远离危险”的
信念，确保了学生暑假期间的生
命安全。 (通讯员 孙珊珊)

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中心小学

开展暑假防溺水

安全主题教育

山东高招会下周一启幕，将走进13市
截至目前，全国200余所热门高校参展，订展仍在持续，现场直播5G全覆盖

2020年高考的落幕，意味着志愿填报提上日
程。众所周知，今年是山东新高考落地元年，新的
考试科目、新的志愿填报方式、新的录取程序，没
有经验可循，96个志愿的选择与填报，对考生和家
长而言是极大挑战。

7月27日是高考成绩出炉的第二天，由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主办的2020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
将在济南高新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截至目前，确定
参展的高校已有200余所，其中不乏省内外985/211
热门高校，目前，参展高校仍在增加。届时，将有数
百所高校招生负责人现场接受考生咨询。值得一
提的是，今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再扩容，将走进
山东13市及3个县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巩悦悦

购买成功后，可
在“壹点云高招”
小 程 序 右 下 角

“我的”里查看已
购买门票。

点击门票，填写
信 息 ，进 行 支
付，即可购买。
票价19 . 9元。

高招会现场，入场时家
长需要出示二维码，现
场工作人员扫描二维
码验证入场。请注意保
存，该二维码是电子票
的唯一凭证。

1 2 3 4

通过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
码进入“壹点云高招”。

注：高考生凭身份证、准考证免费入场，家长请务必携带身份证提前扫码购票

高招会电子票购票流程
2020年高考生家长入场，请务必携带身份证

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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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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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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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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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现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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