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门专业、特色专业实力渐显提振大一学生信心

高高校校新新生生报报到到率率连连续续三三年年正正增增长长
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是大学熙熙攘攘的“报到季”，随着大批新生军训的开始，各校的报到相继落下

帷幕。据了解，今年山东本科和高职院校新生报到均呈现稳中有升，生源质量均有所提高，业内人士认为，
这与学校的综合竞争力和社会声誉日趋增强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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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排名相对稳定

并列排名学校增多

施强国际济南分公司经理
马媛媛分析说，从总体上来看，
前100学校的整体排序并没有太
大的变化。虽然有部分学校的排
序有所调整，比如圣母大学从原
来的17下降至18，但幅度都不
大，整体排名保持稳定。普林斯
顿其实一直与哈佛并驾齐驱，今
年的变化也不足为奇。另一方
面，今年并列的学校明显增多，
比如并列排名23的学校高达5
所，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充分
体现出，前100学校之间的差距
越来越少，尤其是同档次的学
校，已经难分伯仲。从录取率来

看，top30的学校普遍降低，申请
难度越来越大。但排名后50的学
校基本保持稳定。仅从今年的榜
单来看，申请排名后50院校的学
生，受影响不大，但对于申请前
50，甚至top30的学生，对于学校
的选择需要更加慎重。

排名应理性看待

历年来，中国的家长和学生
都把美国大学排名作为很重要
的申请衡量标准，有着所谓的

“名校情结”，甚至有些家长更把
它作为申请成败的唯一参考标
准，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观点。
留学专家建议，美国大学讲究的
是多样化和对学生的个性化培
养。每一所美国大学均有其独特

的特色和擅长的领域，特别是研
究生，在选择美国大学时应更关
注的是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特
色、就业方向等，而不是单纯的
只看排名。另外，申请者还需关
注校园气氛和特质与学生的性
格、爱好是否匹配。适合的才是
最好的，最高的未必是最好的。

就读名校

带来的个人发展机会明显

据施强资深留学顾问介绍，
美国是非常典型的人际关系社
会，美国高等院校校友圈是一个
很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垄断了大
部分社会资源，同时乐意分享给
自己的校友。美国留学，特别是
美国硕士留学，最终是为长远的
职业规划“涂金”。与校友圈保持紧
密的联系和沟通，不断累积这些

“软黄金"，能为自己在未来职场道
路上储备能量。对于申请者来讲，
名校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所谓的“排
名”，而是在美国校园里开阔眼
界、建立自信、锻炼交流方式、改
变学习方法、拓展国际化思维，

最终为良好的就业奠定基础。

申请奖学金也要靠技巧

由于在众多申请者不乏成
绩优异、有特长者，所以奖学金
的竞争必然激烈。美国是对国际
学生发放奖学金最多的留学国
之一，但奖学金项目以针对硕士
生居多，本科生较少。数额从每
年几千美元到数万美元不等，具
体能获得奖学金的多少与学生
的个人背景、申请的学校、专业
以及申请材料有直接的关系。施
强留学马媛媛提醒，提供全额奖
学金的顶尖大学，各方面要求极
高，所以要软硬条件两手抓，在
保证自己拥有出色的成绩、优秀
背景的前提下，尝试做到以下几
点来提高奖学金的申请成功概
率：首先要学会主动的去申请，
主动联系受理部门的工作人员，
表达出对学校极大的渴望和对
未来专业和前途上清晰的规划；
其次，研究类硕士相较于本科申
请人更易获得奖学金；相关工作
经验对申请更为有利；语言的应

用能力很受重视；合适的推荐人
可以让申请事半功倍；详尽的申
请材料是最好的开始。

2 0 1 4年度U . S . N ew s全美
Top10综合性大学排名如下：

22001144美美国国大大学学综综合合排排名名出出炉炉
近日，2014年美国大学综合排名如期公布，普林斯顿大学居首位。

据了解，U.S News每年都会按其独有的统计方式，对美国近1400所高
校进行不同类型的排名，其中包括录取人数、录取率、毕业率、班级规模、
SAT/ACT的录取区间等，每一项都对于申请者及其今后的发展都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施强留学专家建议申请者理性看待排名。

本报记者 张静
2013
排名

2014
排名 学校名称(所在州)

1 1 普林斯顿大学(新泽西州)

1 2 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州)

3 3 耶鲁大学(康涅狄格州)

4 4 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

6 5 斯坦福大学
(加利福尼亚州)

4 5 芝加哥大学
（伊利诺伊州）

8 7 杜克大学
(北卡罗来纳州)

6 7 麻省理工学院
（马萨诸塞州）

8 7 宾夕法尼亚大学
（宾夕法尼亚州）

10 10 加州理工学院
（加利福尼亚州）

10 10 达特茅斯学院
(新罕布什尔州)

《易点通》是清华同方针
对电脑初学者出版的一套从
零起步学习电脑的教育软
件；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电脑
基础薄弱、接受能力慢、记忆
力差等特点设计，采用独特
的手把手教学模式，配有语
音讲解、同步字幕提示，可反
复学习直到学会为止。内容
包括：打字、画图、上网、搜
索、聊天、下载、购物、看新

闻、玩游戏、查资料、收发邮
件、排版、表格、照片修饰、
幻灯片、数码设备使用、杀
毒、系统维护等六十多项内
容。让您不进学习班，不看教
育书，不求人在家轻松学会
电脑。另外每天前30名订购
者可获赠多功能手写板一
套；全国统一订购服务热线：
400-016-7158免费送货 ,货到
付款

历程：2005入主山东，历
经九载，招生八级，毕业六届，
学员多达650余人，遍及山东
各地市。

◆最早设立招生与教学
的省外MBA院校。

◆最多学员与毕业生的
省外MBA院校。

◆最立足本地化的省外
MBA院校。

◆最具可持续发展的省
外MBA院校。

优势：百年名校，“211”院

校，全国重点大学。
证书：研究生毕业证书、

MBA硕士学位证书。(发放派
遣证，属普通全日制)

人脉:遍及全省及周边地
区的机关领导、企业家
济南：0531-86996682

86996656

青岛：0532-88038566
85955818

网址：www.xbmba.com
MBA考前辅导保过班，保

证联考过线，不过全额退款！

高中起点4年本硕连读，
专科起点2 . 5年本硕连读。本
科起点1年硕士。本科专业有：
工商管理与国际贸易、金融与
财务、旅游与酒店管理。硕士
专业有：工商管理硕士、教育
管理硕士。全日制学习方式，
免试入学，中文授课，无任何
语言要求。泰国教育部特批中
文学位项目。回国可获得中国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
位认证，可报考公务员和进事
业单位。

可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落
户一线城市，创业办公司
免税和租金，并可申请资
金支持。

博仁大学 ( D PU )是中
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上重
点推荐(高等教育质量认证
最佳奖 )留学院校。现有在
校生 3万多人，硕士学位学
科19个，博士学位学科6个。

详情咨询：山东山教留学
泰国部：时老师0531-82618966
15806673430

中老年学电脑《易点通》

西北大学MBA/MPA研究生

山东班 招生

大专本科起点

一年硕士热招中
泰国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学院(中国教育部重点推荐院校)

不少高校选择提前开学

“学生不报到，就如同鸡蛋没
有放到篮子里一样，心总是放不下
来。”一所高职院校的老师说。不少
高校纷纷提前到八月报到。

录取了只是成功了一半，最
终成功与否要看报到率。“很多
500多分和180分左右的考生会放
弃报到，一般高职报到率达到85%
就不错了。新生没有报到，现在谁也
不敢掉以轻心。”据了解，今年首次
实行平行志愿以后，各高校虽然普
遍录取结果不错，很多学校一次性
投满，但高考录取结束还不是最终
的胜利，最终要看学生的报到情况。

围绕提高报到率，大多学校
均采取了奖励高分生、帮助贫困
生等措施。不少学校还允许部分
学生申请调整专业，加强实验实
训，提高订单培养的质量，拓宽就
业渠道。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
院长吴梦军表示：“就业率高、有
特色的专业是最受考生欢迎的，
高校更应注重特色专业的建设，
打造名牌专业，提高自身的含金
量才是硬道理。学生和家长最看
重的是学校的办学质量、专业特
色以及学校的整体发展，只有提
高自身的发展水平，才能从根本
上提高报到率问题，从而在招生
与就业之间实现良性的循环。”

本科院校报到率普遍过98%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省内本科
院校的报到率普遍达到98%以上，

尤其是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大学等一批
省内报考热门院校的新生报到均
非常稳定。据山东大学招办负责人
介绍，近三年来学校的新生报到均
在99%以上。而山东师范大学目前
全校仅有20几名学生尚未报到，多
系省外偏远地区及贫困地区，这些
考生报到情况还没有最终落实。济
南大学招办杨处长则介绍说：“随着
2013级8830名新生报到结束，济南
大学的新生报到率又提高到一个新
高度，达到98%以上，通过对新生进
行调查分析可知，新生入学后对学
校和专业的满意度较高。”山东科技
大学在青岛、泰安、济南三地办学，
该校招生办岳老师分析认为：“报到
率的提高是学校不断加强内涵建
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结果。”

民办院校报到率也呈逐年增
加趋势。记者在山东英才学院了
解到，该校学前教育专业、机械制
造与自动化专业、建筑工程类专
业、医学护理专业、市场营销类、
经济管理类专业报到率较高，出
现缺额的多数是一些小语种类、
农学类的“冷门”专业。驻济另一
所代表性的民办本科院校山东协
和学院2013年总体报到率超过
93 . 8%，学校土木工程、护理学、学
前教育、会计学、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工程造价等专业的报
到率达到了98%以上。据介绍，该
校编制了《职业性向测试》，考生
通过测试对所报专业有了明确方
向，使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更有前

瞻性，专业报到率也随之提高。

高职院校高分生报到率提高

记者在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采访时发现，办学特色鲜明的
招生类型和招生专业越来越受到
考生关注和认可，报到率逐年上
升，并超过平均报到率。单独招
生、3+2专本衔接联合培养等，报
到率明显提高。该校招就办明兆
凤处长分析认为：“学生就业去
向、校企合作关系等是影响高职
院校新生报到率的重要因素。”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招办主任
徐原介绍说：“会计、工程造价、机
电一体化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
技术等专业由于就业前景广阔，
需求量大，更得到考生的认可，在
考生专业志愿满足的情况下入学
意愿较强，报到率最高达到97%。”

多位高职院校招办主任还提
出，今年新生报到中，多了不少往
年没有出现的高分生身影。山东
职业学院今年在专科批次录取中
收获了该批次文科第一高分，该校
招办主任张少飞介绍说：“今年过省
属和市属本科线的新生报到率有明
显的提升，通过了解和座谈，我们了
解到，这些过二本线的考生虽然可
以选择上本科，但对部分高校的专
业设置、办学特色等并不满意，更多
地看中高职院校的综合实力、技能
培训、高就业率等，他们的选择既不
是志愿填报失误，也不是头脑发热，
是考生对学校的认可，高报到率也
是情理之中。”

本报记者 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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