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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转小雨，南风4～5级，22℃
～28℃。

24

6月23日

多云，南风 3～ 4级，

20℃～26℃。

多云，北风3～ 4级，

19℃～26℃。

浪向南，
水温20.1℃。

第一次高潮在12:29，潮高4.00米；

第一次低潮在06:22，潮高1.45米；

第二次低潮在19:11，潮高1.40米。

福彩3D（2022163期）
5、3、2

七乐彩（2022070期）
基本号：02、07、09、13、

16、17、18；特别号：01

大乐透（22070期）
前区：01、07、17、23、35；

后区：07、11

排列3（22163期）
7、7、1

排列5（22163期）
7、7、1、7、2

暴雨转中雨，南风4～5级，22℃
～28℃。

大雨转中雨，南风4～5级，21℃
～27℃。

大雨转中雨，南风4～5级，23℃
～31℃。

大雨转中雨，南风4～5级，22℃
～30℃。

大雨转中雨，南风4～5级，23℃
～30℃。

大雨转中雨，南风4～5级，22℃
～29℃。

6月23日

阴有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
电，南风转北风4～5级雷雨时阵
风 7～ 9级，相对湿度 70%～

1 0 0 % ，最 低 气 温
21℃，最高气温27℃。

6月24日

6月25日

1.5

崂山

黄岛

城阳

即墨

胶州

平度

莱西

6月24日浪高1.2米，水温20.3℃。
6月25日浪高1.0米，水温20.4℃。

本报6月22日讯（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兵 白菊） 6月22日，位于青岛市
城阳区的青岛凯瑞电子有限公司的银
行账户上又收到了一笔市级资金补贴。
通过“政策通”和“无感兑现”这两个区
市两级推出的惠企平台，这家“专精特
新”企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不跑腿、
不托人、不找相关政府部门，仅靠点点
手机就坐等五笔共400余万元的资金
补贴上门。
6月22日，凯瑞电子收到2021年

度山东省“瞪羚”和2021年度青岛市
“隐形冠军”的市级奖补资金共100万
元。“以往需要报送纸质材料才能拨付
扶持资金，现在只需要登录‘无感兑现’
平台，花几分钟填写企业信息就行。这
100万元从申请到入账，只花了4个工
作日。”凯瑞电子副董事长李文军说。
李文军所说的“无感兑现”平台，其

实是城阳区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出的企
业服务智慧云平台2 . 0版，平台从完善
兑现工作机制、简化资金拨付流程等方
面入手，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打通“信
息壁垒”，实现“政策申报零跑腿、资金
兑付不见面”。
除此之外，市民营经济发展局推出

的“青岛政策通”平台也帮了凯瑞电子
大忙。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密集

出台助企纾困政策，为市场主体“雪中
送炭”，然而这些好政策如何能又快又
准地让企业所知呢？多位青岛的民营企
业家告诉记者，以往这些事全靠中介机
构帮着跑，可如今大家养成了拿出手机
点开“青岛政策通”自己查、自己办的新
习惯。
“里面涵盖国家、省、市、区(市)四级
政策信息，集在线申报、在线审批、结果

公示、资金兑现、流程监管等功能于一
体。我输了‘专精特新’四个字，一下子
弹出12项政策。这些政策的标题不仅
仅局限‘专精特新’这个关键词，还有
‘新锐高成长’等相关词。”在城阳办企
业的李云告诉记者，这种体验感很像
“个性化推送”，这不仅解决了政策不知
道、没听说的痛点，他还可以研究从中
央到不同区（市）对相关行业的扶持力
度、特点，利于企业调整运营战略。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占比在10%
左右，今年领到的奖补资金将继续用于
产品研发。”李文军告诉记者，凯瑞电子
JY功率陶瓷绝缘子金属外壳市场占有
率85%以上，SMD陶瓷金属外壳在航
天航空领域占有率90%以上。点点手机
就能办事、办大事，让这家“专精特新”
企业全神贯注搞研发、钻业务的劲头更
足。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金震

距离高考发榜时间越来越近，6月
22日，市教育局邀请山东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相关专家来到青岛解读政策，为高
考家庭带来了一场干货十足的分享。今
年，在我省招生的普通高校共1884所，
本科计划比2021年增加1 . 78万个，招
生录取政策总体保持稳定，但在个别地
方略有微调。

在鲁招生高校增加98所
山东6月26日前发布高考成绩。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副院长李春光说，
2022年高考我省报名考生共86 . 7万
人，其中春季高考21万人，夏季高考
65 . 7万人。报考夏季高考考生当中，有
5 .8万人仅报考高职综合评价招生和各
类本科单独招生。夏季高考编场考生
598810人，比去年增加4 .3万人。
2022年在我省招生的普通高校共

1884所，比2021年增加98所。其中，本
科院校1152所，专科院校732所；部委
属高校165所，省属高校148所，省外省
属高校1571所。具体到招生计划，2022
年高校招生本科计划比2021年增加
1 . 78万个、专科计划增加1 . 4万个，本
科计划增幅大于专科计划增幅，整体招
生计划结构更优化。
根据高考招生录取安排，今年我省

共安排7次志愿填报，自6月30日起至
8月3日，详细安排已在准考证上注明，
考生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据
介绍，在集中录取阶段仍会陆续增加本
科招生计划。我省也将努力争取更多优
质招生计划，为广大考生提供更多更好
的升学机会。

招生录取政策有四点调整
李春光在政策解读时介绍，变化主

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首先是艺术类统考
专业有所增加，根据国家关于强化艺术
统考的政策要求，2022年艺术类新增
音乐类、播音主持类统考类别，投档时
均按综合成绩投档。舞蹈类由按专业成

绩投档调整为按综合成绩投档。第二个
变化是调整航海类招生投档比例，综合
考虑航海类体检、录取需求，将航海类
投档比例由往年的1：3调整为1：2。第
三是调整了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
计划、边防军人子女预科班招生计划与
投档办法。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计
划调整了批次降分规定，由以前的普通
类常规批第3次志愿降分，调整为第2
次志愿即降分，即第2次、第3次志愿投
档分数线，不低于学校第1次志愿普通
类专业最低投档线下40分。边防军人
子女预科班招生新增招生院校并调整
了投档办法。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
新增了重庆大学、湖南大学招生，每次
投档分数线均在特殊类型控制线以上；
其他院校第2次志愿、第3次志愿时降
分幅度由线下80分调整为60分。

填满普通类常规批96个志愿
2022年夏季高考分普通类、艺术

类、体育类三类，按类别分批次依次进行
录取。普通类分为提前批、特殊类型批和
常规批三个录取批次，艺术类分为本科
提前批、本科批和专科批三个录取批次，
体育类分为提前批和常规批两个录取批
次。对于普通类提前批志愿报考，李春光
说，提前批招生一般具有一定特殊性，选
拔特别喜欢这类招生类型及专业的考
生。因此，提前批各具特色，不一定适合
所有人，要规避录取不适合的专业，否则
一旦录取将不再有投档和录取机会。
普通类常规批涉及考生最多，从原

来“院校+专业”模式调整为“专业（类）
+院校”志愿模式，增加了选考科目要
求，最多可以填报96个“专业（类）+院
校”志愿。他建议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尽
量填满96个“专业（类）+院校”志愿。
他提醒，虽然普通类常规批有96

个高考志愿，平行志愿投档仍有退档风
险，从近两年退档情况看，考生被退档
的主要原因就是体检、外语受限，而体
检不符合要求成为最主要的退档原因，
其中尤以色弱、色盲更为突出。录取机
会实际上只有一次，任何一个选项都应
该精挑细选，把每一个志愿都看成是第

一志愿。与此同时，为了减少退档率，省
招考院尽最大努力对高校招生章程进
行梳理，将高校提出的刚性特殊要求梳
理出来，放到投档办法中进行规避，比
如成绩要求、性别要求、民族要求、走读
计划生源要求、毕业类型要求等。

分梯度降序确定志愿顺序
对于今年高考生家庭来说，志愿填

报无疑是最大的焦点。李春光提供了志
愿参考策略，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思路：根
据专业选报、根据学校选报、兼顾学校和
专业。在根据专业选报时，部分专业名称
相似，从事职业岗位却大不相同，例如口
腔医学授予医学学位，将来可以当医生，
而口腔医学技术，授予理学学位，从事假
牙设计制作，则不能当医生。
在志愿填报的基本思路上，考生应

该综合研判、全面分析，首先应对自身情
况有较为客观的判断，不能盲目攀高，也
不要妄自菲薄，要结合实际，综合分析、
科学选择，按照合理定位、统筹兼顾、初
选志愿、优化志愿、正式填报等路径来进
行。考生要“知分+知线+知位次+知政
策”，查询高考成绩、分数线和位次，把握
招生计划，招生章程和高考政策信息，全
面衡量，合理将自己定位在大致的高校
范围中，同时考虑专业选择。
志愿填报是非常个性化的，考生应

进行综合分析、优化组合，按照“冲、稳、
保”的策略，分梯度降序确定志愿顺序。
比如填报普通类96个志愿，可将自己
优势不大却很喜欢的志愿放在前20个
左右“冲一冲”（在本人高考成绩的基础
上，上冲大约20分、1万个位次），将具
有一定优势也较喜欢的志愿放在中间
40个左右“稳一稳”，将优势较大且有
把握的志愿放在最后30个左右“保一
保”（在本人高考成绩的基础上，最低下
探约40分、2万个位次)。上冲和下探的
具体分数和位次因分数段不同而略有
不同。如2021年，600分以上，位次拉得
宽，600分的同分考生约500人，越往上
越宽；570分左右，约1000人/分；510
分左右，进入同分密集区，约2000人/
分；470分，达到峰值2377人/分。

点点手机，半年领了5笔钱
岛城企业坐等惠企政策和奖补资金上门渐成习惯

今年本科计划增加1.78万个
1884所高校在山东招生，志愿填报要知分、知线、知位次、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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