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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考考专专科科志志愿愿今今天天填填报报
本报教您定位选学校，不知道咋填志愿的看过来

本报8月3日讯(记者 李楠
楠) 今年高考只有四成多考生
读本科，剩下的近六成考生还是
要读专科。4日，高考专科志愿填
报，今年驻烟高校投放两万多计
划，想在“家门口”上学的抓紧
了。

8月4日9：00至17：00将填报文
理类、春季高考、艺术类、体育类
专科批第一次填报志愿。凡是高
考成绩在180分以上的考生均可
以填报。今年烟台高校中，烟大、
山工商以及滨医和烟大文经学院
共投放专科计划2200人，另外烟台
职业学院、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山
东中医药高专、烟台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以及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
院等五所高职投放1 . 8万个专科
计划，想在在家门口上学的烟台
考生可要抓紧了，由于地域优势，
每年烟台的高职专科往往第一志
愿就报满了。

根据省招考院之前公布的数
据，今年山东省高考的本科录取
率只有40%多，大部分孩子要上的
还是专科，但是，专科志愿填报，
很多时候考生和家长并不太清
楚。

“孩子考了390分，报什么学
校啊？”“孩子考了260多分，还有
学上吗？”……在本报高考QQ交
流群(100699719)有不少家长这样

问。
和本科分提前批、本科一批、

本科二批不同，专科除了极少数
计划放在提前批外，其余所有计
划都在一个批次，即专科批，因
此，专科批的学校数量也尤其多，
800多所学校，很容易让人看花
眼，从800多所学校里选出6所适合
自己的来填志愿，也确实不是件
容易的事情。

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迅速
按照自己的成绩来圈定志愿学
校？方法当然有，那就是参考往年
的投档表，尤其是近两年的投档
表。其中，投档表中的院校就是招
生院校；计划数就是学校原定的
招生计划；专科的投档比例基本
为100和105,100就意味着按1:1的比
例投档，招多少人，投多少人，105

则是按1:1 . 05的比例投档，实际投
出数会高于计划数，山东省的高
校都执行105的比例，并且在平行
志愿下，不是因为考生个人问题，
不会退档；投出数就是实际投档
的人数，如果这一人数低于计划
数，则证明这所学校没投满；最高
分就是投到这所学校的考生最高
分，最低分当然就是最低考生的
成绩，最低位次则比最低分更精
确，今年考生查询高考成绩时，也
会查到自己的位次。

对填报志愿还“一头雾水”的

考生，看到这种投档表，可以先简
单用最低分来筛选一下学校，成
绩在本科线附近的，在400多分
的，300多分的，300分以下的，根据
自己的成绩，先圈定一个大概的
学校范围。

圈定学校的大概范围后，考

生和家长就可以在2015年的填报
志愿指南(专科)中，搜寻这些学
校，看专业是否合适，做完这项工
作后，学校圈子进一步缩小。然
后，就要登录这些学校的官方网
站，查询学校今年的招生章程，看
看学校对学生身体有没有特殊要

求，对语言有没有要求，专业分配
按什么原则等。

这些工作都做完后，有余力
的考生和家长，就可以再结合今
年本科已经录取的人数以及院校
的最低位次，把志愿学校进一步
精细化。

圈定学校后，接下来很
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从里
面挑出六所学校，填报专科
志愿。8月4日，普通文理科专
科考生第一次填报志愿，可
以同时填报6所学校，这6所
学校是平行志愿。虽然是平
行志愿，但填报也是有顺序
的。

首先，要把最想去的学
校放在最前面。平行志愿下，
分数是王道，省招考院会把
所有参加投档的考生从高分
到低分排队，首先看最高分
考生的六所学校，看的时候，
按照从第一所到第六所的顺

序，如果第一所学校有空，直
接就投到第一所学校，不会
再看后面的志愿，所以填平
行志愿的时候，把最想去的
学校往前放，这样能保证当
六所学校都能录取你时，你
可以去最喜欢的那所。

其 次 ，专 业 要 服 从 调
剂。填报专科志愿时，每所
学校可以填报 6 个专业，然
后 还 有 个 专 业 是 否 服从 调
剂，选了专业服从调剂后，
就意味着你填的这 6个专业
如果录取不了，可以调剂到
学校其他没录满的专业，在
平行志愿下，一定要选专业

服从调剂，为什么呢？好比
你填报的六所学校，就像是
你出门可以坐的六辆车，车
虽然有六辆，但你手里的票
只有一张，而且这张票上车
就作废。怎么样才能保证留
在自己想上的车上呢，那就
是 不 能 挑 位 子 啊 ，你 上 车
早，前面的位子随便选，可
你倒数上的车，就剩角落里
的 座 儿 了 ，你 要 是 坚 决 不
坐，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
是被赶下车，无处可去。

最后提醒考生，就是填
报 的 六 所 学 校 之 间 要 有 梯
度。要是你选的六所学校，最

终的录取分可能都差那么一
两分，那极有可能一所学校
去不了，其他学校也都去不
了。所以六所学校之间要有
梯度，尤其是保底的学校要
选好，如果非常有把握，可以
只用第六所学校保底，如果
没有把握，用第五、第六两所
学校保底也行。

在选好保底学校的情况
下，前面的学校怎么选，考生
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前
两所学校，考生可以冲一冲，
去自己比较喜欢的学校，也
可以求稳到差不多的学校来
保专业。

2015高考
平面咨询汇

本报特推出“2015高考平面
咨询汇”栏目，针对考生和家长
关注高考招生录取政策等问题，
替您咨询相关院校，相关政策
等。为您顺利考上理想学校助一
臂之力。

具体活动方式为
齐鲁晚报高考QQ交流群 :

100699719

烟大新生群:454808750

鲁大新生群:464774658

山工商新生群:464793842

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学校
关注参与。

本报8月3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 4日，今年二本第二次
征集志愿开始填报，这是今年
高考生上本科的最后一次机
会了，其中烟台高校中仅有烟
大此次投放了13个征集志愿。

3日，省招考公布了2 0 1 5

年普通高校本科二批文史类
理工类第二次征集志愿院校
专业计划，其中包括太原师
范学院、北华大学、浙江农林
大学等这样的省外高校，其

中省内烟台高校中仅烟台大
学此次投放了13个本科预科
班 (招收边防军人子女 )征集
志愿。8月4日9：00至17：00将
填报文理类本科二批、春季
高 考 本 科 批 第 二 次 征 集 志
愿，广大考生根据自身情况
按时填报。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在本科
二批第二次征集志愿时，第一条
二本线下20分以内的考生均可
填报，即文科490分、理科470分以

上均可报考。不过，在实际录取
中，只有达到第二条二本线的考
生才能有机会被录取。

之前，山东已划出第一条
二本线，文科510分，理科490

分。据悉，山东二本线分两次
划定，会在第二次征集志愿
后，以第一条二本线为基准，
按照征集计划1:1计算，确定第
二条二本线。从往年情况看，
第二条二本线有可能会下降，
但降幅不会太大，尤其是实行

平行志愿后的这几年。例如
2013年实行平行志愿首年，当
年还有二本线以及省属线和
济青线之分，第二次划线时文
科省属线降低了4分，理科省属
线降低了6分；而去年，济青线
取消，第二条二本线文理只降
了2分。

不过，凡是符合条件的考
生不要轻易放弃这次机会，毕
竟这是今年能上本科的最后
机会了。

上上本本科科最最后后一一次次机机会会来来了了
二本线下20分均可填报二本第二次征集志愿

圈定了学校范围

还要进一步挑出六所学校来“排排座”

填报专科志愿，不少分数
较高的考生，盯准了一些学校
的“3+2”专业，考入这种专业，
经过3年专科学习、过程考核
合格又通过转段考试，可以直
接到对接的本科高校学习 2

年，毕业获得本科文凭。
让这些考生担心的是，一

所学校的“3+2”专业，一般就两
三个专业，有的就一个专业，平
行志愿下，为了安全，又要填写

专业服从调剂，那会不会一所
学校“3+2”的专业录取不了，给
调剂到学校的其他普通专业？

不过，考生的这种担心是
多余的，因为“3+2”计划是单
列的，除了“3+2”计划，一些学
校收费较高的中外合作办学
专业、校企合作专业等，都是
单列计划的，这些计划和普通
计划是分开的，不会混了，也
不会互相调剂。

这两年，山东省的“3+2”
计划很火，一些热门学校的“3
+ 2”录取线甚至超过本科线
了，但是关于3年专科结束后
到底怎么上2年的本科，本科
毕业后到底发什么样的证书，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确的文
件出台。

专科志愿里，中外合作、
校企合作、外包专业的招生计
划也不少，而且费用比普通专

业都要高不少。选择中外合作
专业想要出国的考生，一定要
落实好所报的中外合作办学
专业，达到什么条件才能出国，
出国几率有多高；校企合作、外
包类专业，基本都属于高校和
相关企业、行业合作类的专业，
会增加考生的实战性，对于这
样的专业，考生和家长可多打
听一下合作企业的相关情况，
了解此类专业的含金量。

单列计划和普通计划分开

中外、校企合作以及“3+2”都单独占志愿

上专科考虑专升本

省内很难
不妨放眼省外

报专科的考生，一部分考虑读
三年专科后就业，还有相当一部分考
虑专升本，希望孩子能有个本科文
凭。对于想继续升本的学生来讲，填
报志愿前，首先要了解填报志愿学校
近些年来专升本的比例，另外要了解
哪些专业专升本的机会更多。

今年的高考生，三年后专升本
的具体政策存在变数，但近两年的
专升本政策及计划仍有很大的借
鉴意义。以2015年为例，今年，山东
省共有39951名考生参加专升本考
试，这一人数比去年增加1967人，28

所招生院校提供了13340个本科计
划，覆盖了45个招生专业，比去年增
加2个专业。从报名人数和招生计
划数来看，今年山东专升本的录取
率约为33%，近几年山东专升本的
录取率一直在30%多。

不过提供专升本计划的高
校，多为烟大文经学院这样的独
立学院以及一些民办本科高校，
学费都在万元以上，考试难度大，
招生学校一般导致目前省内专升
本的含金量远没有之前高。

那怎么办？很多考生和家长都
会选择省内上专科，但为了专升本
不妨放眼省外，比如辽宁省，据辽宁
轻工业职业学院的招办老师说，辽
宁省内的专升本政策比较宽松，而
且对接的高校都不错，比如东北财
经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等。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很多考生和家长对于专科志愿填报还是“一头雾水”。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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