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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一本线：文科570分 理科554分
我省理科一本线为10年来最低值

格解读

录取控制线咋划的？

一本线按计划数1：1 . 2划定

二本线济青单划，可低20分

“磁性”女孩滕莹考了554分

“考得不好，但心愿还在”

本报济南 6月 24日讯(记
者 马云云) 今年我省本科
一批控制线为文科570分、理
科554分，均较去年有所降低，
理科更是比去年下调28分，成
为自2003年以来最低一本线。
这是24日记者从省教育厅、省
招考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的。

省招考院院长助理、普招
处处长张志刚介绍，本科一批
控制线及本科军检资格线等
都已确定。今年本科一批控制
线为：文科570分，理科554分。
本科军检资格分数线为：文科
540分，理科524分。

今年本科一批控制线较
去年降幅明显，尤其是理科降
了28分。记者梳理历年数据发
现，554分是自2003年以来10
年内我省理科一本线的最低
值。在2003年曾出现过524分
的低分数线。

张志刚分析，理科一本线
降低，主要是因为我省今年将
部分本科二批高校重点专业
调整到本科一批，计划总量增
加较多。比如，今年山东财经

大学的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财政学等，济南大学的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
等，山东建筑大学的建筑学、
土木工程、城乡规划等专业均
由二本升为一本，增加投放
6000多个一本计划。

另外，也有高中教师分
析，今年理科题目尤其是数学
等科目较难，也是分数线降低
的原因之一。

此外，会上说明，专科军
检资格分数线为本科军检资
格分数线下40分；体育类本科
专业文化分数线为369分；艺
术类本科文化分数线为：艺术
文300分，艺术理300分；独立
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享受同
样政策的8所院校和浙江传媒
学院、内蒙古大学、浙江理工
大学、苏州大学、北京印刷学
院的部分专业，由招生院校自
行划定本校文化录取控制分
数线。

根据我省公布的今年高
招工作进程，本科二批控制线
将于7月26日至28日划定并
公布。

本报济南6月24日讯(记者
张榕博) 她在哪儿学习，同学就愿
围在哪儿学习的“磁性”女孩、济钢
高中毕业生滕莹，在高考分数发布
这一天，心情有些低落。554分，刚
过一本线，这不是她平时的水平，
但她说，“考得不好，但心愿还在。”

考前三天休整，还得回家照
顾身体不好的爸爸，6月5日，滕
莹发在齐鲁晚报上的“备考日记”

感动了不少读者。高考结束后，小
滕莹回到家里，帮助家人收麦子。
那几天正赶上下雨，她和父母常常
从早晨6点忙到晚上8点。

24日，记者拨通滕莹电话时，
她说自己早早就守在电话旁，因
为不少同学和老师都非常关心
她。“让大家失望了，考了554分，
英语考得很烂。”滕莹说，自己理
综考了194分，在失望之余稍有些

安慰。
此前，滕莹一直想考取一所

南方大学，“去一个环境好、能放
松下来的地方，带上爸爸妈妈，给
他们好一点的生活。”如今，她告
诉记者，虽然成绩不理想，但她的
心愿和希望还在。

本报记者近期将与滕莹的班
主任张经军一同前往滕莹家家
访，为她填报志愿出谋划策。

高考录取的各类分数线
是怎样划定的？24日，省招考
院院长助理、普招处处长张志
刚做了说明。

据介绍，文理类高校填报
志愿资格线，都是根据本科、
专科(高职)的招生计划、生源
分布及往年情况划定的。

其中，本科一批录取控制
分数线按招生计划1∶1 . 2全省
统一划定。高校自主选拔录取
线不低于本科一批录取控制
分数线。自主选拔录取测算分
数线按招生高校在我省招生
计划120%确定。

本科军检分数线按照本
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下30

分划定。公安类专科体检分数
线为本科军检线下40分；直招
士官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为
180分。

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数
线分两次划定，一次为根据本
科二批招生计划划定省属线，
一次为济南、青岛两市的分数
线单独划定 (省、市分数线差
原则上控制在20分之内)。

第一次录取结束后，将
未完成招生计划或增加计划
的高校分专业向社会公布缺

额计划进行征集志愿，本科
资格线上未被录取的考生均
可填报。在生源范围内，以第
一次公布的本科二批录取控
制分数线为基准，按征集计
划数1∶1同步平行降分。

专科(高职)批录取控制分
数线根据生源及招生计划一次
性划定，全省执行同一分数线。

艺术类高校及专业方面，
艺术文、艺术理本科、专科（高
职）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根
据教育部文件精神及我省的
招生计划确定。

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高
校和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等院校根据招生计划和生源
情况自行划定本校各艺术类
本科专业的文化和专业录取
控制分数线。其它高校的艺术
类本科专业及所有高校的艺
术类专科（高职）专业，执行全
省艺术文、艺术理本科、专科

（高职）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
体育类高校及专业分别

按全省体育类本、专科（高
职）专业招生计划1∶1 . 3和1∶
1 . 5的比例划定文化录取控
制分数线。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崔元钟考分超过510分

韩国小伙将回国上大学
本报济南6月24日讯(记者

张榕博) 经过特批才得以参加
中国高考的韩国小伙崔元钟，考
分超过了510分，这对于一名外国
人来说已算理想。不过，小崔并不
满足，他已决定回韩国上大学。

高考时，在济钢高中考点，许
多考生家长都难忘那个身穿红色
T恤、每门考试都是第一个走出考
点的韩国考生崔元钟。小崔在华
学习12年，经韩国驻华大使亲自
协调，才得以由青岛赶来济南参
加高考。6月8日，本报对这名特殊
的考生进行了报道。

24日，在电话中，小崔的语气
显得有些失望，他告诉记者，自己

只考了510分出头。
不过，这并不会影响小崔的

大学梦。实际上，小崔已经获得了
韩国一所大学的录取资格，将在
今年9月进入全部是韩国侨民子
弟的专门课程班学习。

中国高考 510多分的成绩，
在韩国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崔
元钟说，510分证明了他在中国
12年是否上学、学习成绩是否合
格。“其实韩国对中国高考并没
有分数高低的要求，我们还需要
邮寄一份中国的高考分数段，以
供参考。”小崔说，等在韩国上完
大学，他还会回到中国继续学习
中国文化。

五个批次：飞行技术专业招录打前锋

提前批本科增设二志愿。

全面推行平行志愿。

合并录取控制分数线，将原来的本科二批省属录取控制分数线和市属录取控制

线统一合并为省属录取控制分数线。

将山东财经大学、济南大学、山东建筑大学等高校的部分专业调整到本科一批。

对走读计划和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实行单设代码或单设投档单位，在平行志愿中

均占一个高校志愿。

总体录取时间缩短四天，效率提高。2012年是7月2日-8月17日，2013年是7月2日-8

月13日。

六大变化：走读计划单设代码

2 4日，省招考院院长助
理、普招处处长张志刚在谈及
今年实行的平行志愿时，再次
提醒考生，平行志愿实行一次
投档，不再递补，一定要合理
搭配志愿。

张志刚提醒，考生在填报
平行志愿时，首先应尽量填满
允许填报的高校志愿和专业
志愿，争取最大的录取机会。
同时尽量做到自己选择的高
校和专业就是自己喜欢就读
或能够接受的高校及专业。

另外要合理搭配高校志愿。
建议前面两个高校志愿“冲一

冲”，中间两个高校志愿“稳一
稳”，最后两个高校志愿“保一
保”，要将最喜欢的排在前面。

要认真阅读高校招生章
程的要求，如果身体条件、性
别、外语口试、单科成绩等不
符合高校招生专业的要求，一
定不要填报。

另外，考生选择专业不服
从调剂时，一定要慎重。当填
报的所有专业都不能满足时，
可能会被高校退档。从实行平
行志愿的省市来看，专业不服
从调剂是退档主要原因。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格提醒

平行志愿一次投档
慎填专业不服从调剂

韩国考生崔元钟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摄

批次 录取时间 高校及专业

提前批

7月2日-8日 飞行技术本科专业，艺术类本科提前批高校及专业

7月10日-12日

军事、公安、国防生、航海类本科高校及专业，招收免费师范生的教育
部直属高校的本科师范类专业，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北京电子科技
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纽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等本科高校及专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
高校的小语种专业

7月13日
公安类高校专科专业，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及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直

招士官专业

自主
招生批

7月14日-15日 高校自主选拔录取，包括艺术(体育)特长生

本科一批 7月16日-24日

包括国家“211”工程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其他部委属重点高校、
部分省属重点高校、部分高校的7年学制专业，体育本科专业，除本科提
前批以外的其他高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其中艺术类专业本科一批一志
愿、体育类专业本科一志愿录取7月14日开始)

本科二批 7月29日-8月3日 未列入提前批和本科一批的本科高校和专业

专科
(高职)批

8月7日-13日 公安类高校、直招士官专业之外的所有专科(高职)高校及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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