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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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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结束3天，咋还查不到结果？
艺术本科提前批录取结束，考生和家长期待早日查到结果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李楠
楠) “都录取结束3天了，咋还没
开通录取查询系统？真让人着急
啊。”11日，在本报“678录取吧”高
考QQ群(221919441)中，家有艺术
生的不少家长都在群里议论，如
何才能查到孩子的录取情况。不
少学生家长期待高考录取能像淘
宝购物一样，输入考生信息，就能
查询即时录取信息。

“录取去向查询还未开通，真

晕了”。“请问下艺术提前批在什
么网站上能查？”11日一大早，本
报高考QQ群里很是热闹。家长们
谈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还不能查
询艺术类提前批的录取结果上。

据了解，根据省招考院的安
排，山东省艺术类本科提前批录
检在7月8日结束。一般情况下，考
生和家长9日就可以查询是否被
录取。

不少家长反映，现在都过去3

天了，可是除了一些开通了本校
录取查询系统的院校外，省招考
院的录取招生系统却一直没有
开通，这让很多家长很是焦急。

对此，群里的网友们纷纷支
招，有的网友说去学校的网站看
看有没有开通；有的网友说直接
给学校招办打电话查询……不
过效果都不明显，有的学校网站
一直没有开通查询系统，还有的
学校招办电话一直打不通。

“山艺招考办的电话怎么也
打不通，老占线，可能打的人太
多了。”网名“和逸女子”的家长
说，没办法就打开免提不间断地
打，看到底什么时候能通，好不
容易打通了，里面没声音，过一
会儿就给你挂断了，十分让人纳
闷。

对此，不少家长认为，录取结
果不能及时查询，对考生和家长
来说就是煎熬。有的家长说，省招

考院之前公布了招生录取工作进
程表，这样家长看着心里有数了，
但如果在那个进程表里再能加上
录取查询时间就更完美了。

还有的家长认为，如果省招
考院因为统计各院校数据需要
时间才能统一提供查询的话，那
高校完全可以在自己网站上先
提供本校的录取查询，如果提供
不了，把各专业的录取线公布出
来也行。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王双)

日前，艺术类本科提前批录取
已经结束，部分院校已开通录取
查询。省内的山东师范大学公布
了艺术类录取情况，艺术文高考

成绩录取最高分为571分，艺术理
高考成绩录取最高分为536分。

随着国内艺考竞争压力增
大，艺术生文化课分数也逐年提
高，通过考艺术考试上大学不再
是一种“捷径”。相比国内艺术院
校“僧多粥少”的情况，国外艺术
类院校竞争压力相对较小。

据山东工商学院国际交流学
院负责意大利留学的曹广军老师
介绍，近年，越来越多的艺术生选
择留学国外0高考成绩+(艺术分÷
艺术成绩总分)×750]÷2计算后总

成绩380分以上申请意大利公立
大学免学费。

近年，留学逐渐理性化，越来
越多的家长更看重留学国家的优
势专业。据曹老师介绍，意大利所
有设计类专业均名列前茅，适合
美术类考生，包括产品设计、舞美
设计、装饰设计、建筑设计、景观
设计、生态设计、绿地设计、园林
设计等。法律、哲学、文物保护、艺
术、设计、建筑、工程类、农学、经
济等也是其优势学科。

意大利高等教育注重培养实

用人才，增加就业竞争力，留学小
语种国家，就业也有双重保障。高
等教育宽进严出，实行“3+2+3”模
式，即3年本科、2年硕士、3年博
士。考试大部分是口试，没有固定
教材。留学费用低，一年约5万元，
中国学生还可根据家庭收入、人
数、财产等情况到学生福利办公
室申请助学金，约98%的中国学生
都能申请到。此外，普通文理科考
生高考成绩3 8 0分以上，可通过

“马可波罗”计划申请公立综合大
学。

据了解，本届国际教育展将
有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爱尔兰、意大利、西班
牙、匈牙利、荷兰、俄罗斯、新加
坡、日本、马来西亚、韩国、新西兰
等校方代表参展。此次展会面向
家长和学生免费开放，因场地有
限，请提前预约！
展会时间:7月14日(本周日)9:00-12:
00

展会地点:芝罘区解放路中银大厦
3楼
预约电话:18663859690

艺术生留学意大利 读公立大学免学费
14日到本报教育展咨询相关情况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李楠楠)
11日，省招考院公布了2013年山东

省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拟录取名单，全省共
有1847人被运动训练专业、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拟录取，其中烟台有
78名考生被高校体育专业拟录取。考
生可登录山东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
查 看 名 单 ，网 址 h t t p : / /
www.sdzs.gov.cn/。

据了解，78人中，大多来自烟台
市体育运动学校，其中王烟平同学被
中国海洋大学运动训练专业拟录取。
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招生
主要实行以文化考试和体育专项考
试相结合的办法。

文化考试由国家体育总局科教
司统一命题并组织考试，试卷由招生
院校组织评阅，体育专项考试由招生
院校负责组织，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制
定的统一的考试办法和评分标准。体
育专项考试按照国家体育总局颁布
的《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体育专项考试方
法与评分标准》执行。

文化考试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由各招生院校根据当年招生计划及
生源情况确定，报生源所在省级招办
及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备案后执行。
在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最低录取控制
分数线基础上，根据考生的文化考试
成绩(30%)及体育专项考试成绩(70%)

进行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同时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

国统一考试的考生，如已被招生院校
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录取，
则不再参加其他普通高等院校的录
取。

78名体育生被拟录取

可通过省招考院网站查询

“别说结果现在查不
到，就是录取到哪一步了也
一无所知。”一位家长有点
激动地说，往年，因为迟迟
查询不到录取信息，也有考
生几近崩溃。如果学校能早
点儿提供查询服务，考生们
就没必要那么煎熬了。

有家长说，往年，普通

文理科各批次的投档表网
站上都能找到，但是艺术类
的就找不到。像现在艺术类
提前批的录取都结束了，但
是录取结果却还查不到。

“高考对每家都是大事
儿，从高考到填报志愿，每
家都付出很多，如果整个高
考录取过程能更透明、更清

晰，那就更好了”。
一位家长说，现在网

上购物，就可以做到实时
追踪。现在考生们都在招
生考试信息平台上报名、填
志愿，如果报完志愿后，在
这个平台上输入考生的信
息，能随时了解录取状态，
那大家的焦虑就会少很多。

能否像家长期望的
那样，录取过程如同物流
详单一样，录取到哪一步
一目了然呢？对此，记者
采访了烟台一所高校的
招办主任。这位老师告诉
记者，“家长的的心情可
以理解，但目前根本做不
到。”

“首先，网上购物都是
一对一的，而高考录取是多
方面的，包括考生、省招院
以及考生所报考的多所院
校，关系复杂。”这位老师介

绍说，高考录取从提档到录
检往往只有几天时间，中间
的过程包括院校从省招考
院系统里提取档案，然后阅
档，一个一个地看，最终确
定录取人数后还要再和省
招考院对接一次，进行数据
整理，确定最终信息。

这位老师告诉记者，
“非重点高校的本科院校
招办工作人员都很少，最
多也就五六个人，时间很
紧张，根本没有多余时间
来公布一些录取信息。

“现在高考录取，程
序很严格，不可能出现暗
箱操作的情况，而且任何
学校都不允许点录，即使
要退一名学生的档案，也
要和招考院多次对接，严
格按照退档条件执行，所
以家长大可以放心。这位
老师介绍说。

这位老师说，“现在
高校的通知书一般都会
通过邮政EMS邮寄，考生
可以随时关注自己的通
知书到了那里。”

截止到11日，大部分省
内院校的艺术类提前批录取
结果已经可以查询了，比如
在山东大学的官方网站上，
已经醒目地挂出“山东大学
2013年艺术类本科录取信息
查询”栏。这样的查询信息，
在让考生知道自己是否被录
取的同时，也能知道每个专
业文化课录取到什么分，专
业课录取到什么分，透明度

非常高。
在山东师范大学招生网

上，分省外和省内两部分，清
晰列出了2013年普通高校招
生录取工作进程表。像省内
部分，就把各个批次的志愿
填报时间以及投档、录检时
间都列得清清楚楚。在艺术
提前批次 ，列明7月2日至8

日，艺术类本科提前批录检
(已完成可查询)，显示已经可

以查询。
除此外，省内的济南大

学，省外的清华大学等多所
高校招生网站上已开辟专
门的艺术类提前批的考
生录取查询专栏，考生
可登录所报考高校的
网站进行查询。另外，
考生还可拨打16866，
查询自己的录取情
况。

录取过程能否学学淘宝购物
像物流详单一样走到哪一步一目了然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期待：像物流详单一样，可即时查询信息

现状：人员少时间紧，很难达到

格相关链接

哪些学校可以查询了？

本报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 (烟
台)专科(高职场)院校大联展将于7月
26日(周五)上午9:00在芝罘区滨海国
际酒店2楼举行。

领票地点一：芝罘区环山路3号
润 利 大 厦 1 5 0 9 室 领 票 电 话 :
18663859690

领票地点二：山东工商学院西校
区9号楼国际交流学院2203 领票电
话：0535-6901176

格温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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