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7月21日讯(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于晓 )

22日9∶00至17∶00，本科二批
第一次填报志愿，文理类本科
一批征集志愿(含是否服从调
剂志愿)同时填报，一本线上
未被录取考生可以同时填报
本科二批志愿和本科一批征集
志愿。

本科二批在录取前填报1
次志愿，在录取过程中征集1次
志愿，均为平行志愿，每次可填
报6所高校，征集志愿还可选报
2类高校及专业(公办高校及专
业、其他高校及专业)是否服从

调剂志愿。每所高校可填报6个
专业及专业是否服从调剂志
愿。

根据21日省招考院发布的
本科二批填报志愿补充说明，
平行志愿投档时，是按照考生
所填报高校的顺序从前往后依
次检索，考生一旦投出，将不再
检索后面的高校。

投档时，只检索高校，不检
索考生所填报的专业以及专业
是否服从调剂。投档后，高校会
根据考生分数及所填报的专
业，确定每个考生的专业，考生
如果专业不服从调剂，将有可

能会被退档。因所有高校的
投档是一次完成的，考生一
旦被退档，也不能再被投到
其他高校，只能参加征集志
愿录取。从一批投档情况来看，
专业不服从调剂是退档主因。

考生填报某所高校后，所
填报专业以及专业是否服从调
剂，只对该高校有效，不对其他
高校起作用。

填报单设投档单位专业
时，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中外合
作办学专业计划已单列，包括
理科A214哈尔滨理工大学专
业代号为12、14、17、34、56的五

个专业，A078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专业代号为58、59的两个专
业)、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
业、只招收有志愿考生的专业、
民族预科班、边防子女预科班、
定向单位就业等单设投档单
位，考生需要单独填报。

也就是说，在同一所高校
名称及代码之下，不能既报普通
专业，又报以上特殊专业。符合
条件的考生需要单独填报，在平
行志愿中占一个高校志愿。

根据工作安排，26日至28
日将数据整理、划定并公布本
科二批控制线进行模拟投档。

征集志愿院校缺额

本本科科二二批批志志愿愿今今起起填填报报
专业不服从调剂是一批退档主因，您可得注意了

院校名称 科类 计划数

石家庄铁道大学 文史 1

东北财经大学 文史 2

长春理工大学 文史 9

东北电力大学 文史 19

哈尔滨医科大学 文史 2

江苏科技大学 文史 1

中国矿业大学 文史 2

安徽财经大学 文史 2

华侨大学 文史 1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文史 2

华中农业大学 文史 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史 2

湖南农业大学 文史 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文史 2

广州中医药大学 文史 1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文史 3

新疆大学 文史 3

石河子大学 文史 20

中国农业大学 理工 75

天津理工大学 理工 15

石家庄铁道大学 理工 1

大连海事大学 理工 5

中国医科大学 理工 1

大连医科大学 理工 3

吉林大学 理工 3

长春理工大学 理工 8

东北电力大学 理工 5

燕山大学 理工 2

哈尔滨医科大学 理工 5

上海中医药大学 理工 1

南京林业大学 理工 3

浙江工商大学 理工 4

安徽理工大学 理工 1

福建农林大学 理工 15

福建师范大学 理工 5

南昌大学 理工 1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工 18

济南大学 理工 476

武汉理工大学 理工 1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工 2

湖南农业大学 理工 16

汕头大学 理工 1

广西大学 理工 2

电子科技大学 理工 1

重庆交通大学 理工 1

重庆医科大学 理工 1

贵州大学 理工 16

青海大学 理工 7

宁夏医科大学 理工 3

石河子大学 理工 10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理工 1

宁波大学 理工 1

西安邮电大学 理工 1

宋文清出生于2000年，今
年数学考了129分，英语考了
136分，总分609分。

21日晚7点，记者来到泰安
二中学生宋文清家，这是位于
泰安城区东部的一家门头房，
她的爸爸妈妈忙着收拾：“你
看，做生意弄得家里也挺乱的，
赶快坐。”

宋文清从门头房二楼走
下，穿着一身长裙，文静地笑
笑，这时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
被东南大学录取。当记者将喜
讯告诉文清时，她甜甜地笑了。

“只要录了我一定去上，很喜欢
东南大学。”文清说。

东南大学是国内少数几个
开设少年班的高校，此前宋文
清向东南大学递交过材料，专
家审核后获得资格证，只要超
过山东省理科本科一批分数线
就能被录取。而她在今年的高
考中，高出一本线55分。

据了解，宋文清最好成绩
在学校考过级部前三名，这次
的609分并不是超长发挥，她原
本期待可以考得更好一些。

宋文清坐在电脑前摆弄
着鼠标，总是腼腆而又文静地
笑着。记者通过聊天得知，小
小年龄的宋文清从小就经常
帮家里干家务。所以，对于她
来说，上大学后如何自理不是
问题。

记者此前曾去泰安二中
看过文清在学校中午休息的

“临时住所”，小床上被子叠得

很整齐，书桌上放着很多复习
资料，生活很细致。

宋文清的爸爸说，这些年
孩子什么事都自己拿主意，小
学在泰安市第一实验学校只
上了三年级和四年级，她觉得
可以试着学学初中知识了，通
过老师测试，直接上了初中。

“小学跳级是她自己决定的，
平时我和她妈妈都很尊重她

的想法，我平时做生意忙，孩
子的学习都得靠自己。想起来
觉得自己当爸爸不太称职，看
到女儿的成绩很为她高兴。

“这次能考上东南大学少
年班，真挺好，我准备一下，可
能8月下旬就得去报到了，我
在网上看这个学校的资料，很
喜欢它的氛围和优秀的师
资。”宋文清说。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群

王冬莉、王冬雪是家住在
莱芜市莱城区和庄镇下崔村的
一对双胞胎姐妹，今年都参加
了高考。姐姐王冬莉是理科生，
考了523分；妹妹王冬雪是文科

生，考了608分。这个消息让家
人既高兴又忧愁，愁的是两人
的学费。

十年前，姐妹俩的父亲身
患癌症去世，后来母亲改嫁，想
带走姐姐王冬莉，奶奶尚翠英
将两个孩子都留了下来。奶奶
今年66岁，而爷爷王子华也已
67岁了，家里的收入便是靠四
亩地和一些政府的补贴。

记者来的时候，尚翠英刚
刚卖了一千多块钱的麦子，为
姐妹俩上大学做准备。她说，其
实从高中开始，老两口就感觉

很吃力了，孩子上学主要靠每
人每学期750元的资助，再加上
老两口每月共有120元的养老
金。

高考结束之后，姐妹俩就
一直在家里帮着爷爷奶奶干农
活，最近在帮家里摘花椒。王冬
莉说，以前上学没时间，现在终
于能为爷爷奶奶分担一点农活
了，他们年纪大了，干活太累了。

姐妹俩说，上大学以后不
想再跟家里要钱了，利用课余
时间打工挣钱，有条件的话再
给家里寄一点。

高考成绩超理科一本线55分，小学只上了两年

1133岁岁女女孩孩考考上上东东南南大大学学少少年年班班
山东泰安二中年仅13岁的高考生宋文清，今年高考考出609分，喜讯传来，她已被东南大学少年班

录取，通知书将在不久后到达。宋文清说，想起很快要到梦想中的大学读书，很开心。

考609分

不是超常发挥

从小干家务，上大学自理没问题

高高考考姊姊妹妹花花，，学学费费没没着着落落
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一本征集志愿
820个缺额计划

本报济南7月21日讯(记者 马
云云 实习生 于晓) 21日下午，
省招考院发布了2013年普通高校本科
一批文史理工类征集志愿院校专业
计划，文理科分别有18所和34所高校，
拿出820个征集志愿缺额计划，其中文
科78个，理科742个。这比投档后统计
的682个多出138个名额。

统计发现，有缺额计划的高校
中，文科18所，理科34所。而据19日
省招考院发布的消息，由于实行平
行志愿，今年一本一志愿投档满额
的高校明显增多，生源不满的文科
高校有10所，理科15所，文理类共缺
额682人。涉及高校多为农林类或地
处偏远。

从此番公布的情况来看，缺
额计划增至 8 2 0 人，其中文科 7 8

个，理科742个，较投档后多出138

个名额，这表明有不少考生虽已
投档，但因专业不服从调剂、身体
不符合条件等原因被退档，导致
出现新的缺额计划。本报记者 白雪

宋文清上网查资料。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利群阳光助学行动报名中
本报与浙江中烟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共同主办的利群
阳光助学行动面向全省资助
100名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
一次性资助每位学生5000元助
学金。

报名条件：今年高考中被

公办大学录取的大学新生(不
包括免学费专业)。

报名提供资料：(1)申请书1

份(贴1张1寸近照，须注明考分、
住址、联系方式)；(2)身份证复印
件1份；(3)贫困证明1份(户口所在
地乡镇、街道以上政府相关部门

出具)；(4)高考录取通知书复印
件1份(可收到后补寄)。

邮寄地址：济南市泺源大
街6号《齐鲁晚报》利群阳光助
学行动组委会。邮编：250014。

咨询电话：0531-85193855，
0531-8519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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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A11身边

王冬雪(左)和王冬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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