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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高考·咨询火爆

壹壹点点直直播播高高招招会会，，8877万万人人互互动动
功能强大的齐鲁晚报报考神器，助力考生填报志愿

本报济南6月25日讯（记
者 郭立伟） 25日，受山东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委托，由
齐鲁晚报与山东教育电视台
联合主办的山东高考招生咨
询会在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
心开幕，300余所高校及7万
多名学生及家长火爆参与。
齐鲁晚报再次推出融媒体模
式，由线下咨询和线上的齐
鲁壹点客户端、齐鲁晚报网、
齐鲁晚报官方微信微博共同
打造“融媒高招会”,多渠道、
多平台为考生及家长提供招
生咨询服务。在济南专场结
束之后,26日,济宁、临沂、淄
博、滨州、聊城的地方专场高
招会将接着举行，方便考生
就近咨询。

“预计今年中国矿业大
学的理科分数线585分左右，
文科分数线580分左右。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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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
学的招生人员耐心地告诉前
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并针
对具体考生的专业优势作了
分析，让前来咨询的家长和
考生满意而归。

高招会现场火爆进行的
同时,高招会官方微信“山东
高考直通车”第一时间对省
内外百所高校的预估录取分
数线进行了放送,并即时对
齐鲁壹点用户进行了信息推
送，点击量瞬间过万。

为方便无法到高招会
现场的考生及家长更及时
地了解高考招生资讯,齐鲁
壹点客户端、山东教育电视
台对高招会济南专场进行
了实时视频直播。中国海洋
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山东
农业大学、齐鲁工业大学等
十余所高校招办负责人参
与访谈，介绍各自学校的优
势学科、招生政策和预估录
取分数线。短时间内，齐鲁
壹点客户端在线观看人数
达到87万人。

在高招会齐鲁晚报报
考神器展示现场，家长和考
生对神器纷纷赞誉有加。今
年，齐鲁晚报与申请方合作
开发了齐鲁晚报报考神器，
由于其海量的报考数据、精
准的模拟填报和人性化的
专业预测，受到考生和家长
欢迎。

“这个报考神器真的管
用，我之前在‘山东高考直通
车’微信号上试验过了。”“你
们这个这么好用，真的是免
费的吗？”由于其专业性和准
确性，很多家长甚至担心它
是不是真的免费。“我之前花
几百元买了一个填报卡，如
果想继续获取院校信息还得
续费，没想到这款神器比之
前买的功能强大，竟然还免
费，很让人惊讶。”一位考生
家长表示。

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
不断有考生和家长过来问
询。“很多家长和考生确实对
免费使用感到不可思议，请
家长和考生放心，这真的是
免费使用的，这些数据本来
就是对考生和家长开放的，
没有收费的理由。”报考神器
开发人员表示。

本报记者 郭立伟 陈晓丽
实习生 王小涵 潘世金

张琪 张如意 常海月

每个展区
都被围得水泄不通

“理科8000位次以内，文科
2000位次以内，学生在这个区
间报考山大比较有希望。”在高
招会山东大学展区内，招办工
作人员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他
们已经被学生和家长包围了。

“儿子是理科，考了612分，
打算报考化学和经济学专业，
这个分数报考山东大学本校比
较悬，威海校区的专业可以冲
一冲。”记者从一位学生家长处
了解到，孩子一直想报山大，但
是总担心不稳。

王兴衡是一名理科生，刚
刚从历城二中毕业。“考了班级
第三名，663分，全省位次875
名，正在考虑山东大学泰山学
堂，山大的工作人员说可以冲
一冲。”王兴衡的妈妈显得十分
兴奋。王兴衡打算报考化学专
业，对于院校的选择，他还有别
的考量。“除了山大，现在也在
考虑省外的大学，像南京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是想要
出去走一走。”

刘志昕今年考了645分，全
省排2934名，她刚刚从泰安市
新泰一中毕业，跟父母和同学
一同来到高招会。“女儿第一志
愿想报会计，第二志愿是临床
医学，会把山东大学列为择校
的第一志愿。山大是山东最高
水平的学校，离家也比较近，我
比较希望她学临床医学，可以
本硕连读，就是分数比较高。”
刘志昕的爸爸说。”

几乎每个展区都被围得水

泄不通。高招会将参展院校分
了不同层次，包括985、211展
区，军队院校展区，以及省内重
点高校和专科学校的展区，满
足了不同分数段的考生需求。

“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以
为上不了大学了，来到高招会
后发现，也有对我孩子量身打
造的学校，打算让孩子报考‘3
+2’转段，读完专科读本科，而
且专业也不错，孩子很喜欢。”
为了参加高招会，一名来自菏
泽的考生家长，24日下午就带
着孩子来济南了。

军队院校肯定
山东生源质量

今年军队院校首次在高考
招生咨询会参展，从早上8点开
始，一直到下午两三点，军队院
校的招办人员几乎未有半刻停
歇，展区被有“当兵梦”的考生
围得水泄不通。“我从小就想当
兵，所以也特别注意保护眼睛、
锻炼身体，今天能在现场看到
穿到军装的招生人员，心情很
激动。”一位临沂的考生兴奋地
告诉记者。

“我们学校今年在山东招
25个人，从目前报名情况来看，
总体感觉不错，这批学生质量
挺好。我感觉大家对空军热情
比较高，来了解情况的人比较
多。我们的招生对学生身体素
质要求高一些，眼睛裸眼要求
4 . 9以上，牙齿要整齐，很遗憾
的是很多学生这些方面达不到
要求。”海军潜艇学院招生工作
人员表示。

陆军工程大学今年第一
次在山东招生。“来咨询的人
非常多，特别是国防生取消以
后，来报考我们军校的学生非
常多。陆军工程大学分成两

类，一类是我们普通的理工科
学生，按照我们普通军校的体
检标准就可以；另外一类是陆
航的，要按照符合陆航的体检
标准。”陆军工程大学招生办工
作人员介绍。

“山东生源质量非常好，是
个出人才的地方，非常欢迎山
东的有志青年报考国防科技
大学。除了湖南以外，山东是
招考人数最多的省。根据去年
的分数情况，我们的招生位次
大约在3000-4000名。特别要
说明一下，今年我们的军队系
统不招国防生了，而且今年对
体检要求比以前有所提高，尤
其是视力方面。考生也不要因
此吓到，因为军检跟学校的体
检是两码事。”国防科技大学
山东招生组相关负责人提醒考
生和家长。

山东生源同样受到信息工
程大学招生工作人员的肯定。

“近几年来，山东生源学生在质
量和身体素质上都是不错的，
从报考热情和教育动员的规模
上来看在全国也都是数一数二
的，所以我们今年在山东的计
划量也比较大，有85个。其中女
生占13个，应该是全军在女生
中招生最多的一个院校了。”

齐鲁工大和泰山医学院
咨询火爆

今年5月，省政府印发《关
于组建齐鲁医科大学（筹）和新
的齐鲁工业大学的通知》。决定
整合泰山医学院与山东省医学
科学院、山东省立医院，组建齐
鲁医科大学（筹）；整合齐鲁工
业大学与山东省科学院，组建
新的齐鲁工业大学。记者在高
招会现场了解到，新组建大学
有可能会影响到齐鲁工大和泰

山医学院的录取分数。
“考生和家长的咨询非常

火爆，大家对学校整合的事也
非常关注。组建后齐鲁工业大
学的各方面都会有显著提升，
不仅是我们学校原来的热门
专业，山东省科学院的热门专
业 也 有 很 多 考 生 向 我 们咨
询。”齐鲁工业大学招生办相关
负责人说。

根据齐鲁工大往年录取情
况，理科在省内11万名左右、文
科在3万名左右报考会比较有
希望。学校比较热门的专业，如
机械、电气，以及山东省科学院
比较热门的专业，录取分数会
更高一些。“今年我们学校除了
不招收专科和春季高考以外，普
通本科招生计划变化不大，今年
整体录取分数有可能会比往年
有所提高。同时，我们还将申请
博士点，相关专业招生情况届时
也会有所不同。”齐鲁工业大学
招生办相关负责人说。

泰山医学院也格外受到考
生和家长关注。“不仅咨询量
大，考生的考分也比往年偏高，
可见大家都很重视我们和山东
省医学科学院、山东省立医院
一起筹建齐鲁医科大学的事
情。但是今年我们还是以泰山
医学院进行招生，齐鲁医科大
学的筹建情况还要看省里和国
家安排的进程安排。”

泰山医学院招生办相关人
士说，“筹建齐鲁医科大学这件
事会拉高我们今年的录取分数
线，但今年一本线和二本线合
并，具体会拉高多少分现在还
不好说。根据往年录取情况，我
个人预估临床医学专业和影像
专业作为学校一直以来的热门
专业，今年录取分数线可能会
比去年录取最低分高20分左
右。”

军军队队院院校校首首次次参参展展
点点赞赞山山东东生生源源
齐鲁工大和泰山医学院录取分或提高

今年首次在高招会上设立展
区的军队院校招办工作人员，对
山东生源频频点赞。在我省决定
组建新的齐鲁工业大学和齐鲁医
科大学（筹）的背景下，前来咨询
齐鲁工业大学和泰山医学院招生
报名情况的家长和考生明显增
多，今年录取分数有可能会提高。

本次高招会有300余所省内外高校设摊位接受考生咨询，众多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问前程”。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