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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省内内高高校校咋咋报报考考
参参考考这这些些预预估估线线

学校 文科 理科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390 370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300 300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297 270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260 220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274 235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320 310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00 250

济南职业学院 380 380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310 278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360 360

东营职业学院 300 300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400 370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327 317

潍坊职业学院 360 360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329 309

济南铁路技工学院 460 410

烟台职业学院 400 360

山东职业学院职西校区 300 280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313 290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327 299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80 430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34 408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280 270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399 399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388 386

山东职业学院 463 380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240 200

滨州职业学院 350 330

■2017高考·分数预估

1 .中央财经大学
文科446名以内，往年高

出重点线80分；理科1779名以
内，往年高出重点线132分。

2 .中国人民大学
普通批文科635分、理科

664分以上把握大；文科633分、
理科662分以上鼓励报；提前批
外语类文科633分、662分以上
把握大；苏州校区中法学院文
科606、理科641分以上希望大。

3 .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科615分（省排名673）

以上，理科 6 4 0 分（省排名
3850）以上，鼓励积极报考；
文科612分、理科636分以上，
80%把握；文科609分以上，
理科632分以上，鼓励第一志
愿冲击北外以及同类水平学
校，低于50%把握；文科606
分以上，理科630分以上，喜
欢北外，喜欢外语，依然可以
报考；文科599分以下，理科
629分以下，不建议报考。

4 .南京大学
文科前2 5 0名、理科前

1000名，有希望。
5 .华中师范大学
往年高出“一本线”五六

十分。
6 .南开大学
文科610分以上可冲刺，

理科645分以上可冲刺。
7 .同济大学
文科600-700名以内，理

科1500名以内有希望。
8 .西安交大
只招理科，640分、3100名

以内有希望。
9 .浙江大学
文科632分左右，前150名

有希望；理科669分左右，前
600名有希望。

10 .天津大学
文科610分以上，前1000

名有把握；理科642分，前3500
名有把握。

11 .中国矿业大学
理科分数线585分左右，

文科分数线580分左右。在转
专业方面较为宽松，故590分
以下少报热门专业，争取录进

为主，600分以上可以选报多
个热门专业，其余考生要酌情
填报。

12 .中国农业大学
文科620分，理科630分有

希望录取。
13 .北京交通大学
文科1100名以内，理科

5500名以内有希望。
14 .中国科学院大学
只招理科，670分以上，前

500名有把握。
15 .上海交通大学
文科前200-300名内有希

望，理科前300-350名有希望。
16 .复旦大学
文科110名以内有把握，

理科前300名，热门专业名次
更高。

17 .武汉大学
文科前1000名，理往年

2500名以内，平直志愿5000名
以内可冲。

18 .厦门大学
文科前6 5 0名，理科前

4500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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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东大学
文科超过596分、前2000

名，理科超过622分、前8000名
机会很大；文科达到616分、排
名前600名，第一学校志愿填
报山东大学，录取后可满足第
一专业志愿；文科分数达到
626分，排名在前300名的考
生，免试录取经济学类（国际
化实验班）、闻一多班（中国语
言文学国家级人才培养基
地）。理科652分、前2000名，第
一学校志愿填报山东大学，录
取后可满足第一专业志愿；理
科662分、排名前1000名，在提
前批次报考山大各专业，保证
录取；泰山学堂入校后免笔试
直接参加面试，临床医学（5+
3，卓越医生培养计划）入校后
优先进入本博连读实验班。

2 .山东师范大学
文科555分以上，理科560

分以上有希望。
3 .山东理工大学
文科500分以上，理科480

-490分以上有希望。

4 .山东农业大学
文科17000名以内，理科

90000名以内有希望。
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文科前3700名有把握，理

科前18000名有把握。
6 .青岛大学
文科9200名以内，理科

35000名以内有希望。
7 .中国海洋大学
文科1900名以内有把握，

理科10000名以内有把握。
8 .济南大学
文科535分以上，理科520

分以上有希望。
9 .山东财经大学
文科523分以上，理科515

分以上有希望。
10 .青岛科技大学
文科15000-20000名内，理

科55000-60000名内有希望。
11 .山东政法学院
文科35000名以内，理科

135000名以内有希望。
12 .青岛理工大学
文科515分以上，21000名

以内有希望；理科535分左右，
67000名以内有希望。

13 .山东建筑大学
文科520分以上，理科500

分以上有希望。
14 .山东枣庄学院

文科35000-40000名以
内，理科145000-150000名以
内有希望。

15 .山东女子学院
文理高出本科线20分左

右有希望。
16 .齐鲁师范学院
文科35000名以内，理科

135000名以内有希望。
17 .山东管理学院
文科过500分希望很大，

理科460-470分有把握。
18 .山东英才学院
本科文490分、专科文360

分，本科理465分、专科理360
分有希望。

19 .山东中医药大学
文科30000名以内，理科

医学类15000名以内有希望。
20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

院
文理艺术都过本科线，线

上10分希望较大，专科300分
以上。

21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
院

文理都过本科线可以冲一
冲，线上10分希望较大。

22 .泰山学院
过本科线30分以上有希

望。

高考成绩出炉后，考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便是自己的成绩能报什么层次的院校。25日，在山东高
考招生咨询会上，齐鲁晚报记者兵分多路，为考生和家长询问了第一手的报考信息，包括985、211高
校、军队院校、省内外重点高校以及一些专科层次的院校，方便考生和家长报考。预估线为各高校招
办人员根据相关情况进行的预测分析，仅供考生及家长填报志愿时参考，不能作为报考依据。

理理科科前前550000名名，，可可考考虑虑报报考考中中国国科科学学院院大大学学

职业院校咋报，看这个表吧

6月25日，2017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在济南舜耕会展中心隆重举行，现

场人潮涌动。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1 .空军工程大学
理科前年分数：590-668

分，平均分620分。
2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招生女生11名，男生71

名。往年是文科“一本线”以
上80-100分，理科“一本线”

以上80-100分。
3 .海军潜艇学院
理科519分以上，超过自

招线。
4 .航天工程大学
总共30个计划，女生只

招4个，理科“一本线”以上

70分有希望。
5 .国防科技大学
理科技术类前2000名，非

技术类8000-9000名以内。
6 .陆军工程大学
参考往年分数线，理科

“一本线”以上80-100分。

多多少少分分能能上上军军校校，，招招办办这这样样说说

（这些分数以上可考虑报考相关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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