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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山东省首次在本科

一批、本科二批和专科批三个批

次实行完全平行志愿，这对于考

生来说是全新的填报模式。为了

让考生提前了解网上志愿填报，

全省定于6月16日至17日进行填

报志愿模拟演练。考生模拟志愿

填报的所有信息和最终志愿填

报没有关系。正式填报志愿时，

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

愿，各批次志愿填报时间均在填

报志愿当天9：00至17：00(艺术类

专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在8月13

日9：00至12：00填报)。

  山东省将在6月25日前公布

考生高考成绩，正式填报高考志

愿时，考生应根据本人成绩及填

报志愿资格线填报志愿。其中，

艺术类志愿填报分为5次。艺术

类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一志愿

6月29日填报；艺术类本科一批第

一次征集志愿7月22日填报；艺术

类本科一批第二次征集志愿、专

科志愿8月1日填报；艺术类专科

第一次征集志愿8月10日填报；艺

术类专科第二次征集志愿8月13

日填报。

　 　 文理类本科一批、二批和专

科批次志愿填报均分为两次，一

次一志愿，一次征集志愿。具体

为：7月5日填报文理类本科一批

一志愿。7月22日填报文理类本科

一批征集志愿(含调剂志愿)，同

时填报文理类本科二批一志愿。

8月1日填报文理类本科二批征

集志愿，同时填报文理类专科志

愿。8月10日填报文理类专科征集

志愿。

　 　 值得注意的是，7月5日还将

填报文理类本、专科提前批(包括

直招士官专业)、自主招生批和体

育本科一志愿。7月22日还将填报

春季高考招生本科一志愿，高水

平运动员志愿。

　 　 上网填报志愿网址是http://

wsbm.sdzk.gov.cn。根据安排，征集

志愿计划在填报前公布，考生可

登录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

站(http://www.sdzk.gov.cn)查询。

  考生填报志愿初始登录密

码为信息管理平台登录密码，考

生第一次填报志愿时必须修改

密码，以后每次登录均使用修改

后的密码。

  考生每次填报志愿完成后，都

要点击“提交保存志愿”按钮，否则

所填报志愿无效。每次志愿成功提

交后最多允许修改两次，考生在网

上最后一次提交成功的志愿即为
该批次的有效志愿。在同一批次，

艺术、体育类考生在文理类与艺
术、体育类之间，只能选择其一填

报，不得两类都选。

格延伸报道

志愿填报分六次，咋填报？
类别不同填报时间不一样，考生看清自己的时段 

□本报记者 李楠楠

  6月16日至17日，全省填报志

愿进行模拟演练；高考志愿填报

从6月29日开始，一共有六次统一

的志愿填报……不少考生家长感

觉志愿填报次数多，很多志愿还

重叠在一起，有点看不太明白。为
此，记者采访市招办相关专家，为
考生及家长详解每一次志愿填

报，让每一类别的考生都能清楚

明白自己的志愿什么时间填，该

怎么填。 

艺术类考生：报考本科只有两批次

  今年的艺术类考生，是所有

考生中最先填报志愿的。6月25

日前考生成绩公布，6月29日，艺

术类考生就要填报艺术类本科

提前批、艺术类本科一批一志愿

了。

  艺术类本科提前批设1个院

校志愿，2个专业志愿及专业服

从调剂选项。本科一批设一志愿

和2次征集志愿，一志愿与第一

次征集志愿，设1个院校志愿，2

个专业志愿及专业服从调剂选

项；第二次征集志愿，设1个院校

志愿，2个专业志愿及专业服从

调剂选项和美术类专业院校服

从调剂选项。

  如果艺术生在提前批、本科

一批都有学校可填报，考生可以

填报两所高校志愿，提前批一

所，本科一批一所。若艺术生在

这一阶段被高校录取，则可早早

结束今年的高考征战。若考生该

阶段落榜，则要等到7月22日，再

次填报艺术类本科一批第一次

征集志愿。届时，省招考院将公

布所有上一阶段未录满的院校
名单，考生填报一所高校志愿。

  若这一阶段再落榜，考生可

在8月1日填报艺术本科一批第二

次征集志愿，仍然只能选择一所

高校。这一天，艺术专科一志愿也

要同时填报，一志愿设1个院校志

愿和1个专业志愿。录取时，先录

取本科一批第二次征集志愿，若

考生被录取，则专科志愿作废，若

未被本科院校录取，则进入专科

阶段录取。 

普通文理生：7月5日最多报三批次

  普通文理类考生的志愿从7

月5日起开始填报。当天，符合条

件的考生可同时填报文理类本

科提前批、自主招生批和本科一

批志愿。本科提前批和自主招生

批都只能填报一所学校，本科一

批可同时填报六所高校志愿。

  虽然三个批次的志愿在同一

天填报，但是录取时却是一个批

次一个批次的进行。如果考生上

一个批次落榜，不影响下一个批

次的录取，如果考生被上一个批

次的高校录取，则后面批次的志

愿作废。 

  7月22日，填报文理类本科一

批征集志愿(含调剂志愿)，同时

也要填报本科二批志愿。录取时，

先录取本科一批征集志愿，若本

科一批征集志愿落榜，再录取本

科二批志愿。本科一批征集志愿

和本科二批志愿都可填报六所高

校。 

  8月1日，填报文理类本科二

批征集志愿，同时填报专科志愿。

  8月10日，填报文理类专科征

集志愿。

体育类考生：7月5日开填志愿

  体育类考生第一次填报志

愿是在7月5日，填报体育本科一

志愿。体育专业本科批设一志愿

和2次征集志愿。一志愿和第1次

征集志愿设1个院校志愿，2个专

业志愿及1个专业服从调剂选

项。第2次征集志愿设1个院校志

愿，2个专业志愿及1个专业服从

调剂选项和院校服从调剂选项。

  7月22日，体育类本科一批第

一次征集志愿。8月1日，体育本科

一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同时，体育

专科志愿也在这时填报。

  8月10日，体育专科征集志

愿。

春季高考生：7月22日开填志愿

  主要面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生的春季高考，已经结束。虽然春

季高考考的时间比夏季高考要

早，但填报志愿时间比夏季高考

晚。 

  7月22日，春季高考招生本

科一志愿填报；8月1日，春季高

考招生本科征集志愿填报，一志

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在尚未招满

的高校中，继续选择填报志愿。

当天，春季高考的专科志愿也同

时填报。8月10日，春季高考专科

征集志愿填报。

□记者 李楠楠 报道

  高考刚结束，学生和家长们的精力便转移
到了志愿填报上。记者了解到，今年志愿填报
从6月29日开始，8月13日结束，按照各批次顺
序，分别安排在其中6天进行。各批次志愿填报
时间均为填报志愿当天9:00-17:00(艺术类专科
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在8月13日9:00-12:00填报)。

  ▲烟台二中考场，一位考生走出考场后，父母拉起他的手，关爱之情溢于
言表。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为让家长对高考志愿填报
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本报将
于6月16日(周日)下午1 :30在芝
罘区解放路中银大厦3楼举行
高考志愿填报讲座，届时，科学
填报高考志愿知识体系创始人
金泰雄老师将到场为家长讲解
山东省高考志愿填报的注意事
项、如何计算大学的录取概率、

高考志愿填报的风险点、高考
志愿填报的技巧等家长最关心
的问题。

  本报高考志愿填报讲座仅限

300席位，需预约入场。为了能让
更多的考生家长来听讲座，每个
考生只限一名家长入场。目前通

过热线电话及本报678录取群报
名的家长已超过一百余人，想听
讲座的家长抓紧时间报名吧！

  欢迎考生及家长加入本报

“678录取吧超级群”:221919441

  讲座时间：6月16日(周日)下
午1:30

  讲座地点：芝罘区解放路中

银大厦3楼

  预约电话：18663859690

格相关链接

高考志愿填报

讲座16日开讲

留学匈牙利

工薪家庭首先

学制短

享受50-60%助学金

  匈牙利高等教育学制短，本科3年，硕

士2年，可选择本硕连读。北京航天留学服

务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业务总监李岩松介

绍，匈牙利为欧盟国家，签证为申根签证，

可畅游欧洲，与其他国家相比留学费用较

低，每年总费用约6万元，学生还可享受50-

60%的助学金。高等教育教学严谨，高中生

不需要高考成绩及语言成绩，高中及同等

学历或以上学历可申请本科，大专生可直

接申请硕士。

现在申请

最早今年9月可入学

  匈牙利一学年包括两学期，秋季学

期9月中旬开始，李岩松介绍如果能赶在6

月底前把材料交上，可以今年9月入学。去

匈牙利留学，李岩松推荐匈牙利西部大

学，匈牙利西部大学是匈牙利高等教育

的顶尖学府之一，其师资在全匈牙利排

名第一，是一所文理兼科的综合性大学，

去年烟台学生就有近10名学生到西部大

学留学。

留学费用

相当于国内三本费用

  李岩松说去年去匈牙利的几个学

生，高考成绩都不低，但是在国内只能

选择二本或三本的院校，而去了匈牙利

可以选择那边排名比较靠前的学校，而

且留学费用与国内费用差不多。留学期

间，学费约为1000欧元/学期，根据专业

不同，部分专业费用不同，生活费(吃住)

约3000欧元/年，校内自助餐约20元人民

币/人/餐。此外，学生还可以利用课余时

间打工，每月平均收入约在6000-10000

元人民币。匈牙利留学生法律地位与本

国学生一样，享有打折旅行费用和其他

服务。

  另外，匈牙利另一所百年名校赛格

德大学艺术学院招收声乐和器乐专业，

学费1 . 6万元，年费用约6万元，9月生6底

前递交申请。

格相关链接

  匈牙利西部大学共招26个专业，工商
管理、国际商业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
易、商业发展、国际关系、匈牙利语研究、

人文科学、英文教师专业、社会教育学、

旅游及酒店管理、康复及健康改善、环境
保护工程、自然保护工程、木材工业工
程、工业设计工程、机电一体化工程、商
业信息技术、土地测量和土地管理、应用
环境研究、工程技术管理、康复及健康改
善、音乐专业、手工艺品、食品工程、农企

与农业发展工程、农业工程。

□专刊记者 王双

  高考结束，留学市场迎来小高潮。6月9日，记者从北京航天留
学服务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了解到，高考前后咨询留学的家长特
别多。而且一部分工薪阶层的家庭也加入到了留学大军中。北京航
天留学服务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业务总监李岩松告诉记者，工薪
家庭的学子可以选择留学匈牙利，一年留学费用与国内三本院校
费用差不多，而且有很多百年名校可供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