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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超八八成成山山东东考考生生““恋恋家家””
山东高考志愿大数据出炉，会计金融学成香饽饽

随着高考专科(高职)普通批征集志愿填报结束，今年山东省的高考招生录取工作渐渐进入尾声。
今年我省夏季高考报名人数58万多，作为全国仅次于河南和广东的高考大省，在这两个多月的高考招
生季中，他们做了怎样的生涯选择？近日，齐鲁晚报联合申请方，根据高考报考测评数据库，测绘出山
东考生志愿报考的“数据矩阵”。2020年开始，山东省开始实行新高考，按照专业优先的原则选择志愿，
如何选择契合自己发展、与社会需求接轨的专业，是考生需要提前学习的课题。

本报记者 郭立伟

会计金融教育学
最受欢迎

高考报考中，专业选择对
考生来说至关重要。据申请方高
考报考测评数据，最受2017年山
东考生青睐的前三个专业分别
为会计学、金融学和教育学。其
中选择会计学专业的考生最多，
大约每10个考生中，有三人将会
计学作为自己的意向专业。

会计学作为报考人数众
多的热门专业，就业前景究竟
如何？2016届会计学本科毕业
生就业率在85%-90%之间，与
全国本科生就业率基本持平。
走出校门后，该专业毕业生多
选择就职于企业的财务或者
投资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咨询机构等。
从就业质量的角度来看，会计
学专业中长期职业发展潜力
较好，毕业生工作起薪约为
3 3 0 0元，工作 1 0年薪资涨至
8695元。而教育学之所以广受
欢迎，与很多考生考虑师范类
相关专业有关。

在报考测评中，每个学生
可以选择多个倾向报考的专
业。在山东省2017年高考考生
最愿意选择的top10专业中，除
了会计学、金融学和教育学前
三名，还有临床医学、计算机工
程、工商管理学、计算机科学、
电子信息工程、经济学以及人
力资源管理。

专家分析，报志愿时是否
有专业偏好是侧面衡量考生生
涯规划意识程度的重要维度，
考生有专业偏好说明其具有生
涯规划的意识。山东省考生整
体生涯规划意识较好，根据数
据分析，74%的山东考生表示
在报志愿时有专业偏好，且省
内17个地级市均有七成以上考
生表示在报考时有专业偏好。

不同分数段考生
“各有所爱”

在专业的选择上，高分考
生和较低分考生有很大的不
同。根据数据分析，从文科生来

看，600分以上的高分考生对法
学、经济学、金融学等专业性较
强的专业更加偏爱，比例都超
过了四成；500分-600分的考生
最喜欢金融学、法学和教育学；
400分-500分的考生则倾向于教
育学、会计学和金融学。相比而
言，400分以下的考生则更偏爱
设计、教育学、美术等招生门槛
相对较低、就业面广的专业。

在理科生群体里，关注度
较高的王牌专业有电子信息工
程、计算机工程、计算机科学、
临床医学、金融学等。500分以
上的较高分考生报志愿时更倾
向于选择计算机类、工程类专
业。值得一提的是，500分以下的
较低分考生仍将会计学当作

“香饽饽”。从数据来看，400分-
500分的考生选择会计学的比
例占到26 . 4%，也就是说每10人
中约有3人报志愿时倾向于会
计学；而400分以下考生，19 . 2%
的人也会选择会计学专业。

根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
平台最新统计数据，2016年会
计学、法学等10个普通高校本
科专业的毕业生规模最大，其
中会计学、英语、艺术设计、土
木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5个专业的毕业生超过10万人。

从近3年的数据来看，毕业
生规模前10位的专业没有变
化，仅位次有所调整，如财务管
理专业的毕业生人数逐年增
加，从第10位上升至第6位。毕
业生人数排名靠前的专业还有
临床医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金融学和工商管理等。这些
专业受到“热捧”，与开设这些
专业的院校普遍较多有关，如
全国有近千所高校开设英语本
科专业，900余所高校开设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600余所高
校开设会计学专业。

高分考生“恋家情
结”较弱

数据显示，山东省75%的
考生在高考报考时有地域偏
好，且17个地级市均有七成以
上考生表示在报考时有地域偏
向。和选择专业一样，在哪个地
方读大学决定了考生会在什么
样的环境中生活，可以就近获

取什么样的资源，甚至大学毕
业后会不会留在学校所在地扎
根生活。

数据表明，山东省2017年
高考考生最愿意去读大学的
top6地域中，有86%的考生选择
了家乡“山东省”，也就是说，超
八成的山东考生有“恋家情
结”，这符合人们对山东人“恋
家”的普遍认知。其次，除家乡
外，山东省考生倾向于选择去
距离山东较近、经济发展较好
的江苏、浙江、上海读大学。

但相对而言，600分以上的
高分考生恋家情结明显弱于山
东省整体水平，愿意选择在山
东本省读大学的考生比例为
61%，比全省整体低25个百分
点。高分考生更愿意选择教育
资源更优、竞争环境更好的上
海、北京读大学，希望站在更好
的平台上开始自己的高等教育
学业生涯。

“学校优先”仍是
填志愿首要策略

报志愿时应该优先学校还
是优先专业？这是个一直以来
都困扰着考生和家长的问题。
全省来看，七成考生报志愿时
遵循“学校优先”的原则。并且，
高分考生中，这一现象更为明
显，约八成分数高于600分的考
生在报志愿时，优先选择学校。

在400分以下的考生中，优
先选学校的比例为68 . 4%，在各
分数段中最低，相比高分考生，
这部分考生更愿意选择一个发
展前景较好的专业。

2020年，山东省开始实行
新高考，“专业+学校”的志愿
模式更凸显了专业的重要性。
不同高校开设的同一专业，虽
然名称一致，但具体的方向和
学习内容可能有所差异。

考生在报考时可以参考院
校背景、高校招生章程及专业
介绍等资料选择高校。另外，毕
业生规模和就业率仅是选择专
业时的参考因素之一。就业率
只能反映最近一段时间的人才
需求，并不能反映4年后的就业
形势，考生要了解专业未来的
市场需求、产业发展和国家对
人才的需求等宏观趋势。

山东省2017年高考考生最愿意选择的top10专业

专业名称 比例(%)

会计学 27%
金融学 26%
教育学 22%

临床医学 20%
计算机工程 19%
工商管理学 19%
计算机科学 17%
电子信息工程 17%

经济学 16%
人力资源管理 16%

( 注：在报考测评

中，每个学生可以

选择多个倾向报

考的专业。)

山东省2017年高考考生最愿意去读大学的top6地域

省份

名称

比例(%)

山东

86%
●

江苏

●

浙江

32%
●

上海

30%
●

天津

25%
●

北京

25%
●

(注：在报考测评中，每

个学生可以选择多个倾

向报考的地域。)

会计学受青睐

每10个考生中，约

有3人将会计学作为自

己的意向专业。

2016届会计学本科毕业

生 就 业 率 在 8 5 % -
90%之间；

毕业生工作起薪约为

3300元，工作10年

薪资涨至86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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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申请方高考报考测评数据库

2017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上，众多考生前来“问前程”。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山东省2017年高考各分数段考生报考策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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