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高不不成成低低不不就就，，448800分分““很很虐虐心心””
济南中考第一次志愿填报截至今日20时

网网上上填填志志愿愿注注意意这这些些细细节节

1 .密码若忘记，母校来帮你
如果考生忘记登录密码怎么办呢？此时考生需要和监

护人一起尽快前往毕业学校，当面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经
班主任确认后提交学校及县区教育局相关部门处理。如果
考生身在外地也不要慌张，还应尽快联系班主任老师，通过
短信和传真向老师提交能够存档的申请。

2 .填报别盲目，打印需谨慎
有些符合第一批填报要求的考生可能对于是否报名指

标生比较纠结，想要“试填”一下，之后想法改变就再撤销。
但今年的志愿填报规则中已经有明确规定，考生一旦填报
志愿将不能撤销，只拥有两次修改志愿的机会。“试填”这条
路，是走不通了。

此外，考生在打印志愿确认单后，在本批次也将不能修
改志愿。因此，考生在打印确认单之前应慎重考虑。

3 .艺体特长生，初填无优惠
艺体特长生需注意，第一次志愿填报中将只录取指标

生，如果参与本次填报，将失去特长生身份。因此，希望享受
录取优惠的特长生必须按要求参与第二次志愿填报。

济南民办普高

收费最高2 . 8万

本报7月7日讯（见习记者 周国
芳 记者 李飞 实习生 方炯升）

7日，济南市中招办公布了全市5所
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学费及志愿填报
办法。其中，山师幸福柳分校一年学
费10000元，济南外国语三箭分校一年
学费13000元，济南稼轩学校一年学费
13000元，商河弘德中学高中部一年学
费4000元，世纪英华实验学校28000元。

济南市中招办提醒，在上述收
费标准中，世纪英华实验学校收费
包含学费、住宿费、伙食费、校服费、
书本费、接送费等，其它学校仅为学
费。

7日，济南市中考开始第一次志
愿填报，不少家长对于民办普通高
中志愿填报存在疑问。“山师幸福柳
分校与山师附中的学校代码一样
吗？”有考生家长咨询，如果孩子只
想选择山师附中，该如何填报志愿？
据了解，山师幸福柳分校与山师附
中共用一个学校代码（002）。在第二
次志愿填报时，有意报考山师幸福
柳分校的考生需在普通高中类志愿
代码框内输入学校代码002，并在其
附表“未被统招录取，分数达到其民
办学校录取分数线同意缴费被录
取”中选择“同意”按钮。录取时将按
照考生成绩，从高到低，先完成山师
附中招生计划，再按顺序进行山师
幸福柳分校录取工作；如选择“不同
意”按钮，表示仅选择山师附中志
愿，而放弃山师幸福柳分校志愿。

与山师幸福柳分校一样，济南
外国语三箭分校、济南稼轩学校在
志愿填报时也需注明“未被统招录
取，分数达到其民办学校录取分数
线同意缴费被录取”中选择“同意”。
如选择同意，录取时将按照考生成
绩，从高到低，先完成相应公办学校
的招生计划，再按顺序进行其民办
学校的录取工作。如选择“不同意”，
表示放弃其民办学校的志愿。

此外，世纪英华实验学校面向
全市招生，学校代码059。在济南市
第二次志愿填报时，有意报考该校
的考生只需在普通高中类志愿输入
框内输入学校代码059即可。商河弘
德中学高中部仅面向商河县招生，
学校代码923。在全市第二次志愿填
报时，有意报考该校的商河县考生
只需在普通高中类志愿输入框内输
入学校代码923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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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中面向历城

招950名指标生

本报7月7日讯（见习记者 周国
芳 记者 李飞 实习生 方炯升）
“历城一中、历城二中面向历城区

招多少指标生？”近日，有不少家长咨
询历城一中、历城二中、历城五中及
高新区实验中学面向历城区分配的
指标生数额。7日，从济南市中招办获
悉，这4所高中面向历城区共招950名
指标生。

此前，济南市教育局公布了《2015

年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其中高
新区实验中学、历城一中、历城二中
和历城五中面向市区及历城招生。这
4所学校并未公布市区和历城分别招
收的指标生计划数量，这引来不少家
长疑问。

为方便广大考生及家长计算4

所高中剩余招生计划，济南市中招
办公布上述学校指标生计划。其
中，历城一中面向历城区初中学校
分配217个指标生配额，历城二中
217个，历城五中316个，高新实验200

个。4所普通高中学校分配到历城区
初中学校的具体指标生数额，考生
可以咨询历城区教育局或历城区
初中学校。

能否“吃”上指标，考生心里忐忑

7日是济南高中阶段学
校招生第一次填报志愿的首
日。只要符合报考普通高中
条件且具有指标生资格的考
生，都可以根据本人中考成
绩 及 各 学 校 指 标 生 分 配 数
额，填报一所普通高中学校
志愿。

“从目前统计来看，报考
第一天就有近半数考生填报
了第一志愿。其中，包括了指
标生计划和职专。当然，有些
择过校的考生不具备填报资
格。”7日，济南市中考第一次
志愿填报开始，有学校近半
数学生已经填报了志愿，等
待9日-11日的第一次志愿录
取。

市民张先生度过了漫长
的一天。“孩子考了479分，按
照学校分配的指标生计划根
本走不了想去的理想学校，
可是又担心填报统招计划滑
档。”张先生的女儿小琪在电
脑前“纠结”，这个分数报济
北 中 学 的 指 标 生 肯 定 走 不
了，可是有些能录取的指标
生学校又不太想去。

“今年在第二次志愿报
考时首次实行平行志愿，会
有稍高分数的考生放弃指标
生计划，通过统招进入理想
高中。这样一来，按照往年录
取分数，有些统招的保底学
校也未必能‘兜底’，掉档的
可能性会比较高了。”最终，

张先生打算再等等，计划8日
再报考。

记者了解到，除了一些
分数较高的学生家长感觉比
较稳妥，心里踏实外，像张先
生一样分数“高不成低不就”
的考生家长直言“很虐心”。

“不上不下的分数，处
于边缘，最令人纠结了。”山
师二附中一名考生家长告诉
记者，孩子中考成绩488分，
根据学校前期的模拟志愿填
报情况，可以选择报济南一
中、济北中学和历城一中这
三所学校，但又想冲一冲济
钢高中。另外，考生又倾向
于山师附中幸福柳分校，而
想上这所学校，就需要放弃

指标生资格，在第二次填报
志 愿 时 选 择 走 该 学 校 的 统
招计划。

“想报济钢高中，担心录
取不了；想报山师幸福柳分
校，又担心第一次报志愿被
录取；如果放弃指标生资格，
万一第二次报志愿时，幸福
柳高中又没录上咋办？”这名
家长说，从7日早上就在家里
为了填报志愿的事情开家庭
会议，大半天过去了，还是没
有统一意见。

“如果放弃了指标生资
格，就等于失去了一次机会。
以这个分数，在后边的填报
志愿时，被录取的几率就变
小了。”

班主任够忙活，备下3个充电宝

“为避免考生有问题找
不到解决办法，学校要求初
三考生的班主任这几天要24
小时待命，为考生提供志愿
填报方面的帮助。”济南中学
西校区教导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由于多数考生选择在家
报考，今年学校并没有统一
组织志愿填报。

通过后台监控，考生志
愿报考情况一目了然。“一旦
有高分生或是有填报资格的
考生没有填报，后台监控到
之后，各班班主任会通知考
生填报。尤其是高分生，没有

填报的话需要出示纸面情况
说明。”上述负责人说，为防
止“马大哈”考生忘记报考或
有些考生无法在家填报，学
校将于8日开放微机室供考
生报志愿。

尽管如此，各个初三班主
任并没有闲着，或者在家或者
在学校待命，随时接受考生和
家长的咨询。济南市东方双语
实验学校一名班主任甚至准
备了3块充电宝，以应对来电。

“今天正式报志愿了，接
到的电话并不多，但在这之
前，家长的电话实在太多了，

有的家长一天能给我打七八
个电话。”东方双语实验学校
初三3班班主任刘维娜告诉记
者，家长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孩子该报哪一所学校”。
据了解，指标生录取主要

是看校内的成绩排名。在正式
志愿填报前，东方双语实验学
校连续进行了三次模拟志愿
填报，一方面让家长熟悉了报
考流程，另一方面也通过模拟
给考生一定的指导。

“但最终正式填报志愿
时，考生和家长选择哪个学
校，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因

此指标线不好预测，也没法预
测，学校更不能指定学生报哪
个学校。”该校多名班主任表
示，无论是考生还是家长，纠
结之处在于担心大家都扎堆
到了某一所高中。

有班主任反映，在填报志
愿时，有学生可以走指标生计
划，但对于指标学校不满意，
想放弃指标生计划，走统招生
报理想学校。“能走指标最好
走指标，尤其是一些分数较低
的考生，一旦吃不上指标生，
在之后的统招生录取中，竞争
力就更弱了。”多名班主任说。

“不确定能不能吃上
指标，因为每一所高中给
的指标生数量有限，差个
一 两 分 就 可 能 被 挤 下
去。”7日，济南中考进行
第一次志愿填报，除了部
分高分考生有十足的把
握外，多数考生仍然很忐
忑，对能否“吃”上指标不
确定。

本报记者 李飞
见习记者 周国芳
实习生 方炯升

自己的分数能上哪所
学校是考生和家长最关心
的。（资料片）

陪陪 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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