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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所高校今日亮相本报高招会
28日、29日，2020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还将举办15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尹明亮

六大区域，考生可分类
咨询

2020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
共有267所高校参展，是山东省内
规模最大、参展高校最多的高考
招生咨询会。

本届高考招生咨询会参照高
校类别共划分了六大区域，包括
vip高校展区，985、211高校展区、
军事院校展区、本科院校展区、高
职院校展区、出国留学展区。其中
VIP展区汇聚了山东省内的重点
本科高校，山东师范大学、青岛大
学、山东财经大学、山东农业大
学、济南大学、齐鲁工业大学(山
东省科学院)、山东第一医科大
学、青岛科技大学、山东中医药大
学、烟台大学等高校都将派出咨
询团在这里接受考生的咨询。

985/211高校专区则汇集了
最多的985、211高校，省内考生最
熟悉的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都将在这个区域。此
外，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
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开大
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

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大学、天
津大学、中南大学、东南大学等五
十多所省外985/211高校都将在
这个区域接受咨询。

与985/211高校在一起的还有
军事院校专区，本场山东高考招生
咨询也是山东唯一一场军校集中
参加的高招会。在展会上，国防科
技大学、海军航空大学、海军大连
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陆军步
兵学院、武警警官学院、战略支援
部队信息工程大学、陆军边海防学
院、陆军装甲兵学院等学校的招生
负责人都将在这里等你。

此外，在本科院校区域，省内

外数十所本科招生院校等待考生
的到来。在出国留学区，有出国留
学打算的考生可以去咨询。

在本次本专科综合场高招会
上，高职院校也将组团而来。其中
山东省内8所招生定向士官生的
高职(专科)学校基本都来到了招
会现场，如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山
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威海职业
学院、滨州职业学院和泰山职业
技术学院等。

另外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滨州职业
学院、山东职业学院等15所国家

“双高计划”建设高职院校也多数
都在展会现场。

招办主任访谈，现场来
问报考建议

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现场，将
设置招办主任访谈专区。届时考生
及家长既可以在访谈区坐下来休
息，又可以听齐鲁晚报记者与高校
招生负责人的访谈对话。将有招办
主任详细解读各高校的招生政策。

根据计划，招办主任访谈将
从8:30正式开始，山东大学、中国
海洋大学、山东交通学院、山东财
经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山东中医
药大学、济南大学、山东建筑大
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

学科学院)、青岛科技大学、青岛
农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青
年政治学院等13所高校的招办主
任或副主任将在现场解读学校的
招生政策。

除此之外，在本届高招会上，
有20多位齐鲁晚报新高考专家组
成的专业团队也将在会上为考生
及家长提供咨询服务。2020年新
高考，志愿填报规则变化巨大，如
果考生对新高考政策有什么疑
问，届时也可以向专家请教。

28日起，高招会将在多地
继续举行

对很多无法赶来济南的高考
考生来说，其实也无需遗憾。从28
日起，齐鲁晚报也将带着参展高
校分赴各地，继续接受考生们的
咨询。根据组委会安排,7月28日,
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将在青岛
(青岛国信体育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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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招会则将走进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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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举行。

对于有意报考高职(专科)学校
的考生来说，7月份的高招会结束
之后，在8月22日,2020年山东高考
招生咨询会高职(专科)场将继续
在济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23日、
24日则相继举行以上各地方场。

7月27日，2020年山东高考招
生咨询会在济南市高新区济南
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来自全
国的267所高校的招生老师为考
生们提供志愿填报咨询，从28日

起，他们也将随
着 齐 鲁 晚 报 继
续 走 进 省 内 其
他 地 方 高 招 会
现场。

2019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现场家长和学生在认真咨询。（资料片）

“老徐话高招”进校园，探秘省部共建的济南大学

在这里，最先进的实验室都向本科生开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尹明亮

79个招生专业，招生类型
有多种

“经过70多年的发展，济南大
学办学规模和水平如今在山东省
属高校中都是名列前茅。”济南大
学副校长王志接受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采访时介绍。

济南大学的前身之一是山东
建筑材料工程学院，是当年国家
建材部在全国布局的四所本科院
校之一。2001年，山东建材学院与
济南联合大学、济南民政学校、山
东省物资学校，四校组建成为济
南大学。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济南大
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王志介
绍。2014年，济南大学升格为省部
共建大学，是包括三所部属高校
在内的山东第五所省部共建高
校。如今，济南大学的学科门类非
常齐全，在中国13个学科门类中，

济南大学在10个门类中都有开设
相关专业。

济南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
丛菡菡介绍，2020年，济南大学共
有79个本科专业招生。学校从
2019年开始实施大类招生，2020
年，济南大学在普通类中，将有42
个专业(类)招生，在31个省市自
治区计划招生8450人，其中山东
省内计划占了三分之二。

在山东省内高校中，济南大
学的招生类别也是比较齐全的。
其中，济南大学2020年济南走读
生计划有700人，承担了大部分的
济南计划，除了体育类和艺术类
之外，济南大学绝大多数专业都
有招生计划。另外济南大学2020
年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有258个。
招生专业分别是汉语言文学、英
语、历史学、特殊教育、数学与应

用数学、物理学、地理科学、思想
政治教育。

走进实验室，最先进的
设备本科生也能用

走进济南大学，在机械工程
学院、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化学
化工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一个个先
进的实验室呈现着济南大学本科
创新教育的特色。在济南大学机
械工程学院工业机器人创新实验
室，各种机械臂模拟着工业流水
线。关节型机器人、直角坐标型机
器人……各种机器人都是大学生
学习实验的道具。

“学院共有19个科创实验室，
大学生入校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申
请，基本都有机会进入实验室开

展科技创新。”学院副院长付秀丽
介绍。

在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省内
最先进的核磁共振仪实验室以及
制药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的新材料实验室、在化学化工
学院各种先进实验室、教育与心
理科学学院的各种康复实验室，
向本科生开放，都是各实验室共
同的特点。“本科生到实验室开展
科技创新，学院一直都是全力支
持的。”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何文兴介绍，从2016年到2019年，
学院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挑战
杯”科技创新大赛，已经连续四年
都进入国赛。

院长讲专业，国家一流
真不少

在济南大学，各个学院院长、
副院长通过“老徐话高招“栏目给
考生详细解读着学校的各个专
业，也让大家认识到了不一样的
济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是学
校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也是一直
以来的优势学科。”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副院长高广刚介绍，学院
的材料学科是山东省一流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也是国
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机械工程类专业其实也是济
南大学的传统优势专业。”付秀丽
介绍，在学院里，共有机械工程、机
械设计制造机器自动化、智能制造

工程、车辆工程、工业设计五个本
科专业。学院的机械工程专业也是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在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颜梅介
绍，学院今年有四个本科专业分别
纳入化学类和化工与制药类两个
大类中招生。在四个专业中，就有
两个进入教育部一流学科建设“双
万计划”，其中应用化学专业是国
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而高分子材
料与工程是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副院长
李开云介绍，学院有三个本科专
业，分别是特殊教育专业、应用心
理学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教育
管理方向)专业，其中，特殊教育
专业和应用心理学专业在省内都
是名列前茅。“今年，全省共有90
个特殊教育专业的公费师范生计
划，都在济南大学。”李开云说。

在活动中，记者了解到，济南
大学进入教育部一流学科建设“双
万计划”的专业并不在少数。其中
材料科学与工程、社会工作、汉语
言文学、应用化学、机械工程、网
络工程、会
计学、音乐
学8个专业
都是国家
级一流专
业建设点。
此外，学校
的省级一
流专业建
设点还有
12个。

带着考生云上看校，7月25
日，齐鲁晚报“老徐话高招“栏目
走进济南大学，揭秘这所山东省
重点建设高校的秘密。一个个重
点实验室，一个个国家一流专业，
深入了解后，也才能感受到，近年
来，济南大学的办学已经真正走
在了省内高校的前列。

济南大学副校长王志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

读懂济南大学，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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