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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层次复杂，考生需考虑院校与专业间平衡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李楠
楠) 22日，本科阶段最重头的部
分，本科二批志愿开始填报，同
时，文理类本科一批征集志愿(含
调剂志愿)、艺术体育类本科一批
第一次征集志愿、春季高考招生
本科一志愿、高水平运动员志愿
都在这一天完成。相比本科一批
院校，本科二批院校层次复杂，良
莠不齐，考生在选择院校志愿时
要充分兼顾学校和专业。

7月22日，本科二批志愿首次

填报，填报志愿网址：h t t p : / /
wsbm.sdzk.gov.cn/。考生可同时填
报6所高校志愿，每所高校又可选
择6个专业和专业是否服从调剂。
达到一本线未被一本一志愿录取
的考生，可同时填报本科一批征
集志愿和本科二批志愿。成绩未
达一本线，但文科达到465分、理
科达到435分的普通文理科考生，
则直接填报本科二批志愿。

考生需注意，省考试院公布
的本科二批填报志愿资格线不是

本科二批的实际最低录取分数
线，实际最低录取分数线将在后
面的录取中划定。

与本科一批不同，本科二批要
复杂得多，二本线不仅要分两次划
定，还有走读生、中外合作办学等
多种招生类别，而且该批次实行平
行志愿后，填报要求也有了新变
化，所以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仔细看
清每所高校的招生计划类别。

比如，山东科技大学在本科
二批招生中共有四类计划：学校

代码A424为普通二本计划，但就
读地在泰安；学校代码Y002为金
融外包方向的会计学以及智能终
端应用方向的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学校代码Y003是煤炭定向生；
学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代码和
普通二本计划代码相同，也是
A424，但代码下的专业代码就不
同了。

另外，当某一院校在同一批
次有多类招生计划，如普通计划、
民族预科班、走读、中外合作等，

不允许同时兼报在一个代号中，
须在多个院校志愿分别填报。录
取分不得低于招生高校在我省相
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相比综合实力较强的本科一
批院校，本科二批院校很多都是
部分专业突出，其他专业一般，专
业选择更加现实一些。因此，考生
在选择本科二批志愿时，最好充
分考虑院校和专业间的平衡，慎
重摸高，选择学校和专业都适合
的院校。

数据显示，医学类、师范类
院校连续三年来一直是一志愿
投档不满院校里的典型。省内
的潍坊医学院、泰山医学院、济
宁医学院，省外的河南中医学
院、陕西中医学院、湖北医药学
院等院校的文科专业，连续三
年未招满；黑龙江中国医药大
学、牡丹江医学院等院校的理
科专业一志愿未满。

省外的师范类也是如此，
数据显示，仅2012年就有近40

所师范类院校遭遇“零投档”。
内蒙古师范大学、漳州师范学
院等院校的文科专业，山西师
范大学、太远师范学院等院校
的理科专业，一志愿均连续三
年未投满。

同时，院校的地理位置稍
微不理想就会“掉链子”。

数据显示，过去三年，本
科二批一志愿财经类院校及
专业一路“飘红”。无论一所大
学在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
还是在东北、湖南、河南，哪怕
是云南等省份，只要名称中带

“财经”、“金融”或“商业”，招
生就一定火爆，甚至是云南财
经大学、贵州财经大学等高校
理科专业，一志愿也是爆满。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2

年山东财经大学甚至出现
“井喷”，一志愿投档中最高
分文科达到了 6 2 8分、理科
6 5 5分，文科投档线达到5 7 0

分，仅比一本线低3分；理科
投档线则高出一本线14分。
该校最终文科录取线为572，
比一本线低 1分，理科录取
线598，高一本线16分。

师范、医药类院校成“老大难” 沾上“财经”，无论多偏都很火

师师范范医医药药““吃吃不不饱饱””，，财财经经最最火火爆爆
记者统计连续三年一志愿录不满的院校名单，供考生参考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文科：潍坊医学院、泰山医学院、济宁医学院、菏泽学院、山东体育学院、烟台
南山学院、潍坊科技学院、天津体育学院、河北北方学院、保定学院、唐山师范学
院、廊坊师范学院、长治医学院、忻州师范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沈阳体育学院、
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黑龙江科技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盐城
师范学院、湖州师范学院、安庆师范学院、宿州学院、漳州师范学院等。

理科：西北民族大学、塔里木大学、济宁学院、菏泽学院、枣庄学院、山东女子
学院、烟台南山学院、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天津体育学院、河北北方学院、保定学
院、唐山师范学院、廊坊师范学院、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
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沈阳医学院、辽宁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
渤海大学、沈阳体育学院、吉林化工学院、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长春师范学
院、白城师范学院、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牡丹江医学院等。

这些学校连续三年“饿肚子”

要填报二本志愿了，不少一本线下的考生和家长都无比焦虑，平行
志愿的6所高校前两所要“冲一冲”，中间两所“稳一稳”，最后两所“保
底”。到底哪些学校拿来保底？本报高考QQ群(221919441)里的考生和家
长都还拿不准。记者统计了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开的2010-2012年本科
二批一志愿投档情况，“老二本”院校中，连续三年一志愿文科专业没录
满的院校共有78所，理科108所。现在将部分大家比较熟悉的院校列出
名单，供考生做“保底”参考。

2 2日，6类志愿同时填报，招
考部门提醒考生，本科一批分数
线以上的文理类考生，只要未被
前面各批次任何院校录取，均可
以在本批次中填报本科一批征集
志愿。

同时，这些考生还必须要填
报本科二批志愿，因为很难保证
考生只要填报了本科一批征集志
愿就一定会被录取，因为征集志
愿中只能从没投满的 2 5所高校选
择。据省招考院统计，一志愿投档
结束后，仅剩下 6 8 2个计划等待征
集志愿。

如果确实被录取了，本科二批志
愿将自动失效。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考生一本未录取

还要填二本志愿

头条链接

尽管有了前三年一志愿录不满
的院校名单，但不同高校“吃不饱”的
原因各不相同，家长们还是要在此基
础上认真分析。毕竟今年是我省第一
次实行平行志愿，不少高校自己心里
都没“底”。

实行平行志愿后，高校投档
考 生 的 成 绩 可 能 呈“ 扁 平 化 ”倾
向，部分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出现
上浮或下沉也是必然。因此，建议
考生在选择学校时最好参照该校
往年平均录取分数，而非最低分
数线。

此外，平行志愿会带来“分数扎
堆、专业拥挤”的现象，高校分配专业
及考生选择专业都较为困难，建议考
生最好选择专业服从调剂，以增加录
取机会。

从一本录取看，专业不服从调剂
是退档主要原因。如山科大因不服从
专业调剂被退档的文理考生科加起
来大致有八九十人之多。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专业不服从调剂

是退档主因

温馨提示

一、省内院校
省内院校中，青岛科技大学、山

东建筑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山东农
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山东财经大
学、山东工商学院等院校一志愿连续
三年爆满。

二、大城市、较发达地区的省会
城市、海滨城市

比如地处北京、上海、青岛、杭州
等地的高校，一般都会成为考生们的
首选。

三、财经、商业、金融、石油、科技
这一类高校最近三年更受考生

青睐。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您见过售价 1万至几万
元人民币的鞋吗？日前，这种
天价鞋在烟台震撼上市，犹
如一块巨石投入水面，激起
层层波澜。人们在艳羡与惊
叹的同时，不由在心里发问：
卖这么贵，凭什么？不是国际
奢 侈 品 制 造 的 商 业“ 神 话 ”
吧？

记者满怀好奇，在天价

鞋登陆的烟台银座莱山店实
地探寻了一番，得知这款鞋
叫“恩来得多功能健康鞋”，
是国产品牌，烟台本土出的。
制造商山东恩来得保健科技
有限公司，总部就坐落在芝
罘区的第一大道。

看看天价鞋，的确雍容
华 贵 ，但 却 并 非“ 镶 金 嵌
银”，记者有些疑惑。经详细

了解，才明白恩来得多功能
健康鞋定位“天价”的理由：
除了材质、做工无可挑剔，质
量顶级之外，该产品已申请
37项国内外专利，其中包括5

项国际和国内发明专利。研
发时间长达 2 8年，辗转多家
机 构 ，总 投 入 研 发 费 用 达
3 0 0 0万元以上。该健康鞋根
据仿生学、工程力学、保健医

学等原理，通过精巧、独特的
空气循环和能量循环系统，
充分利用纳米、磁疗、远红外
保健技术，彻底颠覆传统空
调鞋概念，真正实现健足、护
足合二为一，达到强身健体
的目的。

恩来得多功能健康鞋上
市，成为今年夏季港城一道亮
丽的风景。

一志愿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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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过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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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高招汇，等你来“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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