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7日讯(记
者 李楠楠) 27日上
午，由本报主办、烟台
环球天下雅思独家冠
名的山东高考招生咨
询会 (烟台 )暨第6届烟
台国际教育展在芝罘
区烟台滨海国际酒店2

楼举行。为帮助考生打
探高校今年预计录取
分数线情况，本报记者
在部分高校咨询台前
进行了详细采访，并对
信息进行整理核实，以
供考生填报志愿做参

考。
在27日举行的2013

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
会上，本报记者请省内
外8 6所高校的招生老
师对今年各自学校的
录取分数线进行了估
算。由于今年我省第一
年实行平行志愿，各校
估分较往年更为谨慎。

本报特别提醒：
各高校预估线，仅供
广大考生填报志愿时
参考使用，不代表今
年实际录取情况。

为了便于考生
填报志愿，高校一般
都会预估一下录取
分数线。但是，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提醒
考生，要科学看待高
校预估分数线。

专家称，高校对
本校投档线的预测，
只能是根据本校综
合实力以及往年投
档线情况的统计，虽
然不排除部分高校
预测相对较准，但考
生可以作为参考，却
不可盲目相信。他建
议，考生还是要根据

个人分数，综合考虑
学校实力以及往年
投档线情况，确定自
己是否报考，除非学
校与考生签订协议，
承诺只要考生报考
就一定录取。往往有
这样一种现象，学校
宣传预测投档线越
高，考生敢报考的越
少，将来的实际投档
线反而会越低，学校
宣传的预测投档线
越低，报考考生反而
会爆满，实际投档反
而会高。考生和家长
一定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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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客观看待高校预估分数线

86所高校给出预估分数线
本报提醒：各高校预估线仅供广大考生填报志愿时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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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高校 预估分数线

山东师范大学 文理超过一本线5分以上

山东财经大学 文理超过一本线

山东科技大学 高出一本线10分以上

山东农业大学 一本专业超过一本线就可 二本专业过军检线即可

山东建筑大学 一本专业一本线上20分 二本专业一本线下10分以内

济南大学 过一本线可报一本专业 军检资格线下10分报二本专业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七年制中医学成绩超过一本线10分可报考

曲阜师范大学 一本专业过一本线即可 二本专业在军检线下15分

齐鲁工业大学 军检线以下20分左右

青岛大学 文理科高出一本线7、8分

青岛科技大学 一本专业过一本线 二本专业过军检线

青岛理工大学 一本专业过线就可 二本专业过军检线

烟台大学 文理科过军检线10分以上有把握

临沂大学 比军检线低20分的可以报考本科类专业

聊城大学 文理科520分以上

山东交通学院 军检线左右可报考该校本科专业

山东政法学院 文理科520分以上

山东女子学院 超过二本线可报

齐鲁师范学院 文科510分左右 理科过二本线

德州学院 文理科均在520分以上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本科二批分数线以上可报考

山东理工大学 文理科一本分数线下20分左右

山东工商学院 文科540分左右理科在一本分数线左右可选好专业

泰山医学院 本科二批分数线以上

潍坊医学院 本科二批分数线以上

济宁医学院 文理科过二本线即可

山东管理学院 刚过二本线就有很大把握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过二本线基本有把握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470分、480分应该差不多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文科470分以上，理科460分以上有希望

青岛工学院 达到二本线报考有希望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二本线上即可报考

曲阜师范大学杏坛学院 文科490分以上，理科480分以上希望很大

青岛农业大学 文科510分左右，理科500分以上

山东理工大学 理科高出一本线30分，文科高出一本线30分

部属及省外院校 文科预估分数线 理科预估分数线

清华大学 670分以上 690分以上
北京大学 662分以上 690分以上
复旦大学 651分以上 676分以上
复旦医学部 无 672分以上
浙江大学 650分以上 670分以上
上海交通大学 640分以上 677分以上
南京大学 649分以上 672分以上
中国人民大学 649分以上 667分以上
中国农业大学 610分以上 614分以上
南开大学 650分以上 680分以上
同济大学 625分以上 650分以上
天津大学 610分以上 630分以上
中山大学 文科高出一本线50分 理科高出70分
北京外国语大学 630分以上 630分以上
北京邮电大学 600分以上 650分以上
中国传媒大学 高出重本线50-60分及以上
中国科技大学 理科675分左右
南京理工大学 计划少难预估 610分左右
西南交通大学 高出一本线30分 高出一本线30-40分
电子科技大学 一本线上30分左右 一本线上50分
北京科技大学 计划少难预估 高出重本线80分以上
华东理工大学 一本线上40多分 一本线上50-60分左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划少难预估 全省前1300名左右
华中科技大学 600分以上 620分以上
四川大学 一本线30-40分左右 一本线30-40分左右
国防科技大学 计划少难预估 一本线上50-60分左右
南京邮电大学 一本线上7分 一本线上30分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划少难预估 全省排名3000名以前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 一本线上 理科600分左右
海南大学 一本线上 高出一本线7-8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一本线上26分左右 一本线上33分左右
西安交通大学 计划少难预估 650分以上
长安大学 一本线上15分 一本线上30分
北京师范大学 一本线上60分 一本线上90分
安徽大学 高出一本线5-6分 高出一本线20分左右
南昌大学 一本线持平 高出一本线31分
燕山大学 过一本线 一本线上25分左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计划少难预估 一本线上10-20分
西北工业大学 计划少难预估 全省排名1万名左右
中国民航大学 超一本线15分以上 超一本线15分以上
南京林业大学 超出一本线10分左右 超出一本线10分左右
合肥工业大学 超出一本线10分左右 超出一本线10分左右
四川农业大学 超出一本线10分左右 超出一本线10分左右
山东大学 高出一本线30分左右 高出一本线40分左右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比本部低10分左右 比本部低10分左右
中国海洋大学 高过重点线30-40分 高出重点线50-60分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高出一本线20分左右 高出一本线30分
兰州大学 600分以上 高一本线40分
对外经贸大学 高一本线50分 高一本线70分以上
西南政法大学 超一本线25分左右 超一本线30分
深圳大学 高出一本线10-20分 高出一本线10-20分
东北林业大学 高出一本线10分左右 高出一本线15分左右
延边大学 过一本线十几分 过一本线十几分
长沙理工大学 过一本线 一本线上8分

(复旦医学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隶
属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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