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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招生咨询会现场火爆 专家为考生支招

选择学校专业 先想“我喜欢什么”
2018年三位一体和高职提前招生咨询会前日在浙江纺
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来自周边地区的广大考生和家

北仑区小学生有福利

长在报名之际，带着自己的“敲门砖”来到现场，与浙江省

上学可推迟，放学有托管

内70余所高校的招办负责人一对一、 面对面地交流咨询。
□通讯员 王国海 金报记者 章萍

昨天，北仑区教育局发布消息，小学施行早上推迟上学：同时推
行四点钟学校。两项政策让家长、学生纷纷点赞。
□通讯员 闻晓明 金报记者 章萍

早上可“推迟上学”

提前招生咨询会现场

通讯员供图

被录取后还要高考吗？
一档多投双向选择，确认录取后无需高考
当天， 宁波有7所高校参加
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5 所 高
校参加高职提前招生。
据了解， 目前，2018年浙江
高职提前招生 院 校 的 招 生 章 程
均已向社会公布，普高招生考生
和单独考试招生考生均可报考。
其中，普高招生考生以高中学考
成绩为基本依据，单独考试招生
考生以全省统 一 组 织 的 职 业 技
能考试成绩为基本依据。高校对
考生文化素质 和 职 业 适 应 性 进
行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录取实
行一档多投、 双向互动选择，在
高考前提前录取，每个考生最多
可报考5所实行提前招生的高
校， 一旦考生确认被提前录取，
则无需参加统一高考。
此外，在以高中学考成绩和
职业技能考试 成 绩 为 依 据 的 基
础之上，各高校根据培养目标和
学科专业的要求组织综合测评，
采用笔试、面试和操作考试等方
式，普高招生考生重点考核职业
适应性，单独考试招生考生重点
考核文化素质。

招办老师建议： 考生在报考
时， 既要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
就业方向等， 也要从实际情况出
发。 由于许多提前招生院校综合
素质测试的时间都较为接近，所
以在时间紧、 任务重的情况下选
择自己较为擅长的， 会更有利。
在综合素质测试方面， 建议考生
保持有礼貌的态度， 微笑应考，
除了关注考试内容本身之外，一
定别忽视自身的仪容仪态， 这点
高校比较看重。
“综 合 素 质 测 试 不 仅 是 智 商
考试更是情商面试。 提前招生考
试是对一个考生综合成绩和某种
特长的综合考评， 题型大多是开
放性的，无固定模式。如何把自己
最优秀的一面展现给考官显得非
常重要。”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招就处处长毛立力表示，报
考高职提前招生， 考生一方面要
关注各校的考试时间， 一定不能
“撞车”， 另一方面在选 择 专 业
时，除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外，一定
要充分掌握院校所在城市的产业
特色和经济特点。

如何锁定院校和专业？
加强生涯规划意识，要考虑“我喜欢什么”
据了解，2018年浙江三位一
体招生省内地方属高校共有50
所， 比去年增加了7所， 相较去
年，大部分高校都增加三位一体
的招生计划数。作为浙江省高考
四个重要招生方式之一，三位一
体为浙江考 生 提 供 更 多 的 升 学
途径，越来越受到考生和家长的
关注。
考生和家长的众多疑惑和问
题：“我的学考成绩能报考哪些
学校？”“我的选 考 科 目 可 以 报
考这个专业吗？”“这 个 专 业 要
求几个A？”“这个学校对奖项有
哪些要求？”咨询会现场，记者总
能听到类似这样的话，不少考生
了解三位一体招生，但对自己的

定位仍不清晰， 难以确定自己意
向学校与专业。
招办老师建议： 对于报考三
位一体的考生， 在关注学业时也
要多关注与意向专业相关的社会
热点话题， 平时多注重团队协作
能力的培养， 与他人合作的同时
更好地展现自己。“由于每所学校
综合测试时间和形式有所不同，
考生一定要合理准备和选择，报
考院校最好不超过两所。”并且建
议考生，加强生涯规划的意识，要
特别考虑“我喜欢什么”“我的能
力在哪里”“我的兴趣和性格与
大学的哪些课程、 哪些专业吻合
得比较好”，从而报考最适合自己
的专业。

随着“推迟上学”的实行，早自
习已从学校的课程表上消失， 取而
代之的是早上8点以后的早锻炼。
北仑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北仑区各小学将在4月2日前全
面施行推迟上学工作。
据悉， 推迟上学在全区小学低
年级先实施， 条件成熟的也可整体
推进个性化实施；不同季节，因地因
校因时安排，不搞“一刀切”。
各小学可根据年段、 季节等因
素灵活调整上学时间， 其中要求小
学一二年级学生早上最迟到校时间
夏季不得早于8:00，冬季及春秋季
还应适当延迟。 学校应设定学生早
上到校的弹性时间区段， 学生可以
在学校设定的弹性时间区段内根据
各自情况选择具体到校时间。 弹性
到校时间区段应清楚体现在学校的
作息时间表上，接受各方监督。继续
严格执行中小学不得早于8:00组

织学生上课的规定，各小学可根据实
际情况灵活调整上午上课时间，其中
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上午上课时间不
得早于8:30。

四点钟学校全面推行
本月起，四点钟学校在北仑区26
所小学及九年一贯制学校全面推行，
全力破解学校放学后，家长下班前小
学生无人看管的这一难题。 去年，北
仑区试点四点钟学校受到社会各 界
普遍欢迎。
四点钟学校招收对象原则上以小
学低年级学生为主， 地点在各学校校
内。 活动时间一般为放学后一个半小
时左右，以年级为单位进行管理，原则
上要求家长接送时间为冬令时节17：
00—17:15，夏令时节17:15—17:30。
区教育局要求， 四点钟学校要切
实做到“三个不”，即不上课、不集中
辅导、不加重学生课业负担，严禁把四
点钟学校变成“培训班”“补课班”。

上了国际高中，可以轻松学习？
首先要过语言关，还要学习金融和商业
本报讯（通讯员 曾昊溟 王喆
记者 章萍）近些年，在宁波，许多
公立高中设有国际部，私立国际学
校也纷纷新建，这让宁波学生多了
一条升高中的渠道。
“我们发现，报考国际高中的
学生和家长一开始都有一个误区，
认为上了国际高中就可以躲避艰
苦的学习了，这其实是不对的。”从
上周五开始，全国25所顶尖高中的
国际中心的外籍学术校长共同分
享国际中心的办学经验。
目前，宁波有7所学校开设国际
高中课程，招生总规模500人左右。
现场有外籍校长明确指出：
“我发现很多家庭以为上了国际高
中，就可以很轻松地学习，随便就
可以上一个剑桥牛津。其实剑桥牛
津这样的学校， 就和北大清华一

样，学生也要努力才能考上。”
学习轻松， 在国际高中也绝对是
一个误区，“首先，要过的就是语言关，
我们全部采取全英文教学， 包括很多
理科，里面有很多大家没有听说过的学
术用语。另外我们还要学习学生阶段从
来没有接触过的金融和商业课程。”
April Dorsey-tyler 校 长 说 ：
“我一直跟我的学生说， 到了大学千
万不能懈怠。有的同学，出去的时候，
雅思托福考了近满分，但是申请到大
学后还是不适应， 语言还是不过关。
为什么，因为在中
国的课堂上，外籍
教师语速是放慢
的，因为面对的都
是中国人，但是到
了国外，就没有人
照顾你了。”

“小贷款”里做出大文章
“小企业、大市场，小客户、大文章，小贷
款、大道义。”泰隆银行行长王官明说，25年
来，泰隆银行不怕小、不怕慢，不求大、不求
快，泰隆银行的初心始于小微，也矢志专注
于小微， 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发展道路。据
悉，目前，泰隆银行分支机构已经迈出长三
角，服务范围涵盖浙江、上海全境以及江苏、
湖北、福建等省部分区域，员工7600多人。
泰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郑勇军指出，我
国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 贡献
了全国60%的GDP和57%的销售收入，同时解
决了75%的就业人员。 但是小微企业信贷缺
口大， 超过55%的小微客户未能获得有效信
贷支持。经营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缺乏
有效抵押物成为制约小微金融发展的瓶颈。
针对这些痛点， 根据小微客户的融资需

求特点以及缺乏抵质押物等固有特征， 泰隆银
行形成了一套具有泰隆特色的小微金融模式。
一是针对小微客户信息的难以有效识别问题，
创造了“三品三表”，锁定客户真实信息；二是
针对普惠客户准入难的问题， 推广 “两有一
无”，即只要有劳动能力，有劳动意愿，无不良嗜
好，实实在在降低金融门槛；三是针对小微客户
担保难问题，泰隆银行突破依赖抵押、质押的传
统模式，采用“信用+道义”的方式；四是针对小
微客户“小频急”的融资需求特点，奉行“三三
制” 服务承诺。“小微金融服务是世界性难题，
但不是死题。”王官明表示，泰隆银行将始终用
定力坚持小微、以情怀倾注普惠，加强与同业、
科研院所、科技公司等机构的合作，持续大力实
施“走出去”、“大合作”的战略，建设好服务小
微的标准，合力打造好小微金融服务生态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