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大学7000余名本科新生报到
学校各学院纷纷精心准备、创意频出，迎新现场充满了仪式感

烟台市2021年成人高考
将于10月23日至24日举行

2022年考研时间确定
10月5日起网上报名，初试时间为2021年12月25日至26日

本报烟台9月6日讯(记者 李
楠楠) 近日，教育部印发《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
规定》，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初试定于2021年12月25日
至26日，考试时间超过3小时或有
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少数考试
科目安排在12月27日。

据悉，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

认(现场确认)两个阶段。网上报
名工作安排在10月5日至10月25
日(每天9:00—22:00)，预报名工
作安排在9月24日至9月27日(每
天9:00—22:00)。所有参加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应当
按照有关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
的规定，在其指定的报考点办理
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
手续。

《规定》要求，进一步加强调
剂工作规范管理。考生调剂基本
要求与去年相同。鉴于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会计、旅游管理、图书
情报、工程管理、审计等7个专业
初试科目完全一致，为确保公平
公正，今年进一步明确，考生在7
个专业间调剂时，在满足其他调
剂条件基础上，初试成绩须同时
符合调出专业和调入专业在调入

地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规定》强调，进一步严肃考

风考纪。要求广大考生自觉树立
遵章守纪、诚实考试的意识。初试
期间，考生应自觉遵守《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考场规则》及各
考点考场纪律；复试期间，考生应
自觉遵守招生单位考场规则及考
生所签署的《诚信复试承诺书》等
内容，在招生单位复试工作结束

前不得对外透露或传播复试试题
内容等有关情况。

为帮助广大考生全面、准确
了解研究生招生政策，教育部有
关部门将于9月22日至26日在“中
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s://
yz.chsi.com.cn，https://yz.chsi.cn)
上开展“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研究生
招生单位将在线回答考生提问。

本报烟台9月6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常静)

百年华诞同筑梦，丹桂飘香喜
迎新。9月4日上午7点30分，滨
州医学院举行2021级新生开
学典礼。院长赵升田发表讲话
寄语新同学。

赵升田在讲话中首先代
表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向来自
全国各地的4270名滨医新同
学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
祝贺！并以“争做‘青春由我’
追梦人，奏响‘强国有我’最强
音”为题，为广大新同学上了
生动鲜活、思想深刻的大学第
一课。

他指出，75载风雨春秋，
滨医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
共命运、同携手共奋进。在国
家召唤时挺身而出，诠释兼济
天下的责任担当，在学校发展
时奋楫争先，践行立德树人的
初心使命，在黄河之畔立得初
心，黄海之滨赓续使命。当前，
学校正借着国家“双一流”建
设的东风，在建设优势突出、
特色鲜明高水平医科大学的
新征程上奋勇前行。感谢同学
们的信任和选择，让滨医在最
美的季节遇见最美的你们，未
来几年，学校当竭尽全力为同

学们的成长成才提供更肥沃
的“土壤”和更适宜的“温度”，
打造属于你们的独有“滨医印
记”。

他指出，2021年是一个特
殊的年份，中国共产党迎来百
年华诞，国家“十四五”稳健开
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乘势
开启。一百年前，正是一群如你
们一般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满
怀理想和壮志，从一艘红船扬
帆启航，筚路蓝缕、上下求索，
用鲜血和汗水寻求救国救民之
真理、变革社会之良方、国家进
步之路径，开创了一番惊天动
地、彪炳史册的人间伟业。一个
国家的进步，镌刻着青年的足
迹；一个民族的未来，寄望于青
春的力量。时代向前，青年向
上，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点上，希望同学们
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奏响“强
国有我”最强音！

他希望同学们，一要胸怀
“国之大者”，以家国情怀涵养
“强国有我”的志气，重温百年
党史，赓续红色血脉，涵养“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情怀，砥砺“但愿苍生俱
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担
当，以“小我”融入“大我”，以

青春奉献祖国，与时代同向、
与祖国同心、与人民同行，在投
身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实现更
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价值的
人生。二要志为“业之精者”，以
奋斗姿态夯实“强国有我”的底
气，锚定目标、铆足干劲，深耕
细作、不懈奋斗，努力成为具有

“救死扶伤的道术、心中有爱的
仁术、知识扎实的学术、本领过
硬的技术、方法科学的艺术”的
医学专业人才，在大健康、大
医疗、大数据的新时代，迈出
医学报国、矢志为民的铿锵步
履。三要誓做“品之端者”，以

高尚人格彰显“强国有我”的
骨气。涵养浩然正气，升华心
灵境界，锤炼高尚医德，念天
下苍生，怀救困之心，对生命
抱有敬畏，对患者多加宽慰，
树仁德，施仁术，行仁医，用

“仁心 妙术”精神丈量医者
人生的经纬度。

开学典礼现场，通过网络
平台进行现场直播，学校专门
安排手语老师为听障学生现
场翻译典礼讲话内容。相关部
门、各院(系)主要负责人、辅
导员及2021级全体新生参加
典礼。

滨州医学院4270名新生同上“大学第一课”

院长寄语“青春由我，强国有我”

本报烟台9月6日讯(记者
李楠楠) 9月4日，来自全国

各地的烟台大学 7 0 0 0 余名
2021级本科新生，怀着激动和
喜悦的心情步入美丽的烟大
校园，在黄海之畔开启“向海
而生，为梦而来”的人生新篇
章。

为保障新生入学安全有
序，烟台大学设立 3 个安全
点。在新生进入报到区域前
设有临时流转区，为偶然出
现体温异常的新生提供临时
留 观 处 所及必 要 的 医 疗 保
障。省外新生及近1 4天内出
省的省内新生须提供有效的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进行
核酸采样 1 次。在新生报到
处，校医院安排专人为同学
们提供医保咨询并宣传相关
疾病预防知识，定时对迎新
场地进行消毒。

各学院也纷纷亮出“大
招”，精心准备、创意频出，以
各具特色的迎新方式，构筑
成迎新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迎新现场妙趣横生，憨态
可掬的吉祥物、精彩纷呈的互
动活动让报到过程充满欢声
笑语。特里尔可持续发展技术
学院迎来了建院以来第一批
本科生，他们把报到日作为

“萌新破壳日”，通过砸金蛋抽
奖的形式，为小萌新们的报到
增添了满满仪式感。

人文学院以“开启人生全
新之旅”为主题，邀请新生登
上从家乡开往烟台大学的列
车，从家乡处连接起与学院的
绳扣，寓意新生能够在人生的
新阶段、新旅程旅途平坦、生
活顺意。

各学院纷纷在迎新工作
中融入专业特色，通过别出
心裁的方式增加新生的专业
认同。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
院现场为新生展示了“口罩
识别”“心电信号检测”等实
验室近期科技成果。体育学
院为每一位新同学都精心准
备了一套“新生寄语卡”，卡
片通过一张张老照片，生动
展现了学院的发展历程。化

学化工学院精心构思的迎新
标语更是充满了仪式感。

海洋学院打造了“海洋学
院号”，以三面船帆展示学院
的五个专业，“希望新生们能
够扬帆起航、乘风破浪，向海
图强、逐梦深蓝。”海洋学院辅
导员房津如说。此外，音乐舞
蹈学院和体育学院还奉上了
精彩表演。

学校在南校区门口设立
了服务点，前来送新生的家
长们可以在服务点休息。一
位新生家长说：“虽然无法进
校送孩子有些遗憾，但是烟
台大学严格的疫情防控举措
和志愿者们的热情服务让我
们很放心，希望孩子在学校
能够努力提升自我，实现自
己的人生理想。”

9月6日，记者从烟台市教育局获悉，
烟台市2021年成人高考将于10月23日至
24日举行，成人高考报名工作已于9月1
日开始，由网上报名、信息审核和网上缴
费三部分组成。网上报名时间为9月1
日—9月7日，信息审核(含现场审核)的
时间为9月8日—9月15日，网上缴费时间
为9月13日—9月17日。以上每天时间为
8:30至17:00。

考生网上报名时需登录山东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网站，填写个人基本信息(持
有二代身份证的考生不得选择其他证件
报考)、填报2021年成人高考首次志愿
(两个顺序志愿)并上传考生个人资料。

报考高中起点升本科或高中起点升
专科的考生应从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
或者具有同等学力。对于报考高起本或
高起专的考生，如未满18周岁(截止到
2021年12月31日)，则需在网上报名时上
传高中同等学力毕业证书。

报考专科起点升本科(以下简称专
升本)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
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
书、本科结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

考生应在户口所在地报名并参加考
试，所有参加全国统考、单考单招和免试
入学的考生均需办理网上报名手续。

退役军人免试入学。退役军人(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复员
干部)，凭身份证、退役证(义务兵/士官退
出现役证、军官转业证书、军官复员证
书)、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经教
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
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
毕业证书、本科结业证书或以上证书)和
接收地民政局或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证明
信，可申请免试就读山东省的成人高校
专升本。

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
在校生不准报考。

成人高考以市级为单位编场，请考
生关注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提
前做好应考准备。今年成人高考的考试
时间为10月23至24日，考生于10月20
日—10月24日每天8:30-17:00登录山东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www.sdzk.cn)
打印准考证。

本次考试所有考场全部安排在国
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场，考生入场环节
将实行“两次安检”，所有考点均配备金
属探测器、手机屏蔽仪和人脸识别仪等
设备，所有考场实行全范围、全时段网
上监控和录像，监考教师的考场记录、
监控视频和后期的录像回放都可作为
认定考试违规的依据。考试期间，教育
部门将与无线电管理部门、公安部门等
联合执法，全面屏蔽和干扰作弊无线信
息的传播，对通过非法手段影响考试的
人员将予以严厉打击。新生入学注册期
间还要通过“人证识别”等技术严防冒
名顶替等违规入学行为，对其中不符合
条件或弄虚作假、违纪舞弊、存在违规
行为者，取消其入学资格或学籍，记入

《考生考试诚信档案》,请考生端正思
想，自觉遵守考试纪律，严格执行考试
规定，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违规，不冒名
替考，不携带手机、手表、电子设备等与
考试无关物品进入考场，不夹带抄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院长赵升田发表讲话寄语新同学。

烟大校领导为报到当天过生日的新生赠送书籍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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