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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考新方案出炉

文理不分科，外语听力考两次

济南新“厕所革命”
景区女厕比男厕多

山东 50 多名大学生陷“套路贷”

济南“人才新政 30 条”第二批细则出台

引才“红娘”最高奖 60 万元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王占波

3 月 27 日，山东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山东省深
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
试点方案》进行解读。《方案》提
出，山东夏季高考自 2020 年起，
统一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
语 3 个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
听力考试分两次进行。

根据《方案》，从2017级高中

生开始，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分为合格考试和等级考试。合格
考试成绩作为学生毕业、高中同
等学力认定和春季高考高职高专
录取的主要依据，覆盖国家课程
方案规定的所有学习科目；等级
考试成绩纳入夏季高考招生录取
总成绩，包括思想政治、历史、地
理、物理、化学、生物6个科目，学
生可自主选择3个科目。要注意的
是，学生所选的3个科目的合格考

试成绩必须合格，否则不能作为
等级考试科目。

在考试安排方面，合格考试
每学年组织2次，分别安排在每学
年上、下学期末，普通高中生在校
期间有多次考试机会；等级考试
每年组织1次，时间安排在6月份
夏季高考后进行，普通高中生在
校期间只能参加1次考试。

外语考试分听力和笔试两
次进行。其中听力可以考两次，

高三上学期末进行，取最高分计
入高考成绩；笔试部分只能考一
次，安排在 6 月国家统一高考期
间进行。未来还将增加口语测试
并采用机考方式进行。

此外，《方案》明确，考生总
成绩由 3 门统一高考科目和 3
门等级考试科目成绩组成，总分
750 分。等级考试科目成绩按照
等级计分规则转换后计入考生
总成绩。

□记者 刘紫薇 通讯员 贾
颖颖 王晓康 费聿凡

向一家公司贷款几千元，却
一环套一环被迫向另三家公司
借款，最后滚成数万元的债务，
这种贷款圈套在大学生身上频
繁发生。近日，济南市公安局长
清区分局打掉一个“套路贷”涉
恶团伙，该团伙与其他放贷团伙
形成利益链条，以无抵押快速借
款为诱饵，非法占有借款大学生
及其家人的钱财，山东已有 50
多名在校大学生陷入圈套。

1 月中旬，济南市公安局长
清区分局接到济南某高校在校
生小张的报警，称自己被放贷公
司胁迫、殴打。据小张描述，2016
年 9 月，小张为了买手机，在一
家“放贷公司”借款 9000 元，分

12 期还款。在还剩 2700 元没还
上的时候，他的银行卡丢了，没
有及时还款，“放贷公司”的人就
逼迫他偿还欠款和逾期产生的
利息，总计 7000 多元。

“明明只剩 2700 没还，多出
来的这 4000 多是咋回事？”小张
提出疑问，催债人却说这是合同
里规定的。小张正为钱发愁，另
一家“放贷公司”的刘某出现了。
他将小张带到了一家名为“齐鲁
私贷”的公司，按照“借一押一”
的规定，小张借了 7000 元钱，但
打了约 15000 元的欠条。虽然还
上了上一家放贷公司的 7 0 0 0
元，但为了再还上这 15000 元，
小张又先后从第三家、第四家公
司借款，共计欠款 2 万多元。最
后越滚越大，因无法还清，小张
还被催债人打成了轻微伤。

在深陷“套路贷”的 50 多名
大学生中，不少人因还不上贷款
被催债人言语辱骂、殴打、非法
拘禁。目前已有 5 名被害人因不
堪催债压力，离家出走，有 3 户
被害人举家搬迁。

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
刑警大队民警韩锋说，犯罪团伙
未经批准、没有任何资质，假借

“齐鲁私贷”、“齐鲁投资”小额贷
款公司名义，以在校大学生为主
要侵害目标，通过“网贷”“微
贷”、中介等途径招揽有需求的
大学生借款。“经过一个多月的
集中攻坚，警方成功打掉该涉恶
团伙。”

韩锋提醒，遏制“套路贷”，
要事后打击，更要事前防范。高
校应该担负起安全防范教育责
任，引导学生形成健康消费观。

□记者 刘一梦

近日，济南“人才新政 3 0
条”第二批 12 个配套实施细则
出台，内容涉及高层次人才引
进、柔性引才、引进人才落户、医
疗保健服务等方面。首次提出对

“推荐高层次人才来济创新创业
中起直接、关键作用的中介机
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实行奖金
奖励。

据了解，此次为“人才新政

30 条”配套的实施细则有 12 项，
包括“引进高层次人才随迁配偶
安置”、“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待
遇”、“博士后资助发放”、“院士
服务基层工作站设站申办”、“以
招商项目为载体打包引进领军
人才和团队”、“招才引智专项出
访计划”等。其中，“社会力量引
进高层次人才最高奖一次性给
予 60 万元”、“高层次人才凭医
疗保健证，在定点医院就诊可
享受门急诊、住院、出诊、专家

会诊等专人引领、全程陪同的
绿色通道服务”等具体举措是
首次提出。

截至去年，济南全市人才资
源总量达到 150 万，为调动社会
力量参与引才工作，细则规定，
对成功引进并符合《济南高层次
人才分类目录（试行）》的 A、B、
C、D 类人才分别一次性给予 6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
奖励。也就是说，引才“红娘”一
次最高可奖 60 万元。

●4月1日铁路调图
26列复兴号停靠济南西站

4月10日，铁路将运行新的
列车运行图，调图后，京沪高
铁上按350公里时速运行的“复
兴号”列车将达到30列，其中济
南西站停靠26列，是山东境内
唯一停靠点。由济南西站乘坐

“复兴号”列车出发，可直达北
京南站、天津南站、徐州东站、
南京南站、上海虹桥站，以及
新增的合肥南站、湖州站、苏
州北站、上海站和杭州东站。

据中新网山东

●济南首条环湖自行车道
亮相华山湖畔

华山湖畔近日建成济南
市首条环湖自行车道，吸引了
不少市民前来尝鲜。该车道大
约13公里，红色塑胶材质，环绕
华山湖一周，周边种植各类花
卉。骑行在湖边，宛如在风景
画中穿梭。

据《济南日报》

●山东全面放开
四类人落户限制

日前，省城镇化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印发《加快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年)》，提出加快推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放
开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
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 )毕业
生、留学归国人员的落户限
制。青岛则要全面取消购房面
积、投资纳税等落户限制。

据大众网

●4月两场高校毕业生
就业双选会

4月份，济南市委组织部、
市人社局等10部门将举办两场
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约300
家企业和事业单位前来招聘。
第一场招聘会于4月1日上午9:
00—12:00在齐鲁工业大学长清
校区举行，第二场于4月14日上
午8:30—12:00在济南大学中心
校区运动场举行。

据《山东商报》

●山东清明期间举办
40余次生态葬仪式

记者从山东省民政厅获
悉，清明期间，全省约有2400万
人出行祭扫，为提供便民服
务，殡葬服务机构将延长服务
时间。各地将开展“殡仪馆开
放日”“优质服务月”等活动
100场，举办集体海葬、花坛葬
等生态葬仪式40余次，其中济
南今年首次举办殡仪馆开放
周，让社会公众了解殡葬服务
全流程；烟台将开展网上祭祀
活动，促进社会公众改变传统
祭奠习俗。 记者 高雯

●济南到2020年
将迈入特大城市

日前，《济南市人口发展“十
三五”规划》印发。根据规划，“十
三五”期间济南“全面两孩”政
策效应将平稳释放，全市人口
总量保持适度增长。到 2020 年，
济南市常住人口总量预期在770
万人左右，城区常住人口规模达
500 万人以上，济南迈入特大城
市行列。 据《山东商报》

日前，省教育厅发布《山东
省教育厅(中共山东省委教育
工委)2018 年工作要点》，支持
新齐鲁工业大学发展，推进组
建齐鲁医科大学；全省新建、改
扩建 2000 所幼儿园；成立山东
省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文件明确支持新的齐鲁工
业大学发展，推进泰山医学院
与省医学科学院、省立医院整
合组建齐鲁医科大学，启动民
办本科高校学分制改革试点。

今年全省将新建、改扩建
2000 所幼儿园，新增 50 万个幼
儿学位。此外还将依托济南大
学成立山东省特殊教育资源中
心，支持青岛大学成立山东省
自闭症教育研究中心，起草自
闭症教育指南。记者 刘一梦

2 7 日，济南市政府发布
《济南市深入开展“厕所革命”
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0
年底，实现中心城区二类以上
公厕不少于 5 座/平方公里，4A
级以上旅游景区内女厕位与男
厕位比例不低于 3：2 等目标。

今年济南将建设改造 200
座中心城区公厕，2019 年完成
中心城区公厕平均不少于 5 座
/平方公里的设置标准，2020
年中心城区外平均不低于 3 座
/平方公里。4A 级及以上景区
应设置第三卫生间、母婴室
等，到今年底，固定式公厕的
女厕位与男厕位比例应不低
于 3：2。 记者 郝小庆

今年山东新建改扩建
2000 所以上幼儿园

28 日，济南天下第一泉五龙
潭景区内的樱花竞相绽放，目前
早樱已经进入盛花期，随着持续
高温，早樱开始呈现“落英缤纷”
的景象，原本将在清明前后盛开
的晚樱也已初露芬芳，预计将在
本周末绽放，想要赏花的市民要
把握这最后一个黄金赏花期。

高温促使不少四月花提前开
放，千佛山、泉城公园等公园景区
内的海棠、紫荆、榆叶梅和美人梅
等都提前进入盛花期。如果高温
持续，它们的花期将会缩短，很快
进入开花末期。所以想要赏花的市
民抓紧吧。记者 金灿 摄影报道

济南“四月花”
提前进入盛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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