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提前前批批今今天天填填志志愿愿，，只只能能报报一一个个
“小郭聊高考”为考生家长答疑解惑

2017年山东省启动高考综合改革，2020年山东考生正式迎来新高考。在这个过程中，山东高考改
革每年都会迈出新步伐，高考新政频出，很多考生和家长不能及时了解，填报志愿时也存在很多困
惑。为此，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小郭聊高考”直播栏目，在线解答考生疑问。28日，山东省开始填
报本科提前批志愿，考生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本报记者 郭立伟

提前批未被录取
不影响本科批

高考成绩24日下午可查，
28日提前批志愿填报，时间紧、
任务重，而提前批包含的类型
复杂、录取原则多样，让考生和
家长摸不着头绪。提前批和本
科普通批有什么区别？什么样
的考生可以报提前批？今年提
前批报考新增了哪些类型？如
何利用提前批争取最大的录取
机会？

山东省去年合并本科批次
后，录取批次分为5个批次进行，
依次为本科提前批、自主招生
批、本科普通批、专科（高职）提
前批、专科（高职）普通批。提前
批包括本科提前批和专科（高
职）提前批。而专科提前批填报
时间是7月26日，正在临近的6月
28日的是本科提前批报考。

山东省实行平行志愿后，除
普通文理外，今年艺体生首次开
始实行平行志愿，可填报学校比
较多，尤其是首次志愿填报一般
都是12个学校志愿。但是，考生
需要区分的是，无论是首次志愿
和征集志愿，提前批只能填一个
学校志愿。提前批未被录取，不
影响本科批录取。

另外，对于提前师范生包
括哪些学校，很多家长和考生仍
然心存疑虑，甚至有的考生将提
前批与免费师范生等同。提前批
包含的类型学校非常多。比如，
招收飞行学员的飞行技术本科
专业、部分艺术类高校及专业、
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高校及专
业、春季高考技能拔尖人才选报
的本科高校及专业。

而与大部分考生比较相关
的，就是部分文理类高校及专
业，包括军事、公安、航海类高
校及专业；招收公费师范生的
师范类专业（含教育部直属高
校和山东省属高校，山东省属
高校招收公费师范生以下简称
省属公费师范生）；山东省属高
校招收公费医学生专业（以下
简称省属公费医学生）；山东省
属高校招收公费农科生专业

（以下简称省属公费农科生）；
综合评价招生试点高校及专
业；部分高校的小语种专业；其
他提前批高校及专业。

另外，考生需要注意的是，
今年省属高校增添了公费体育
和艺术类师范生。

提前批不单独划线
由试点高校自主确定

根据山东省的录取要求，
大部分提前批招生类型是有一
定限制条件的，比如军事院校
的招生情况，需要进行政治考
核和军检。另外，综合评价招生
是需要校考的，在高考成绩出
来之前，省内进行试点的高校
校考工作已经完成。

公费生毕业后有编有岗，
受到很多家长和考生欢迎，但
也需要符合一定条件，比如，夏
季高考成绩不低于我省首次划
定的本科普通批最低录取控制
线。更重要的是，考生自愿承诺
签订并履行公费生协议，公费
师范生、医学生要保证毕业后
在定向就业单位工作不少于6
年（其中公费医学生不含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时间），公费农
科生要保证毕业后在定向就业
单位工作不少于5年。而且，报
考公费师范生或医学生要具备
认定教师资格或医师资格的身
体条件等。

在我省，本科提前批不会
单独划线。因为它涉及的类型
较多，每个类型都有不同的分
数线要求。但也有一个底线，比
如，对于文理类，所有高校录取
线不能低于首次划定的本科普
通批录取控制分数，也就是说，
今年文科是505分，理科是435
分。本科高校综合评价招生录
取线在本科普通批录取控制分
数线上由试点高校自主确定。

对于艺术类，独立设置的
本科艺术高校（上海戏剧学院、
湖北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
沈阳音乐学院除外）及参照独
立设置本科艺术高校执行的高
校和专业，可根据招生计划和
生源情况自行划定本校艺术类
专业本科文化和专业录取控制
分数线。

青青岛岛首首次次摇摇号号购购房房，，88人人抢抢11套套房房
开发商取消高首付购房限制，退还认筹金

本报青岛6月27日讯（记者
赵波） 日前，青岛高新区售

房公开摇号方案发布，27日，青
岛市城阳公证处发布消息，根
据开发企业申请，中欧国际城
加推的713套房源将于6月28日
10时进行公证摇号。28日将有
5863个报名者参加摇号。

27日，青岛市城阳公证处
微信公众号公布了高新区首个
摇号销售的楼盘名单，中欧国
际城713套商品房参与摇号，但
报名人数达到5863人，如果这
些人全部到场参与公开摇号，

那么也意味着平均每8个人才
能抢到一套房源。

“近期高新区这四个盘我
都报名了，其中两个还交了认
筹金，中欧这个盘8个人抢一
套，感觉这就跟买彩票似的，中
的概率只有10%多点。”购房者
金先生（化名）说，这个摇号规
则出来太及时了，本来中欧国
际城售楼处准备高首付开盘，
首选客户都是首付购房款100
万元以上的，上周五中欧国际
城售楼处还通知他交了10万元
的认筹金，结果交完第二天就

被告知认筹金不用交了，置业
顾问告诉他，这个钱随时可退。

随着高新区楼市进入加推
季，各个楼盘也陆续公布了摇
号售房时间，预计此次高新区
将有1628套房源推出。像金先
生一样在多个楼盘报名的不在
少数，以前高新区的房子难买
是名声在外，很多购房者不求
户型和楼层只求能买上一套
房，据不完全统计，报名摇号的
购房者中超过八成都是一人多
盘报名，摇上哪个就买哪个。

“交材料的时候我就发现

在售楼处都有公证处的工作
人员现场监督，城阳公证处
也想让高新区的摇号打造成
一个样板，希望尽量公平点吧，
但是这次摇号后吸引了大量的
购房者，原本那些被高首付或
者茶水费等拒之门外的购房者
都来了，所以现在摇号出现多
人抢一套房的局面。”金先生
说，高新区房价低是吸引他投
资的原因之一，现在毛坯房才
8000元-9000元每平方米，算
是青岛楼市的价格洼地，因
此购房者才跟抢白菜似的趋

之若鹜。
值得注意的是，2 7日下

午，网上曾流出一封投诉信，
反映中欧国际城参与摇号的
购房者中有 3 9 人可能是重
号。青岛市城阳公证处后来
发文称，微信公众号文章出
现错误，随后删除了公告文
章。但记者发稿前仍能在“金
茂青岛”微信公众号看到这
份名单，其中Z61和Z62两个
号同属于一位蔡某某的人，
两人不仅重名而且身份证号
前四位和后四位全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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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6月27日讯（记者
徐洁） 28日—29日是山东省

实验中学、山师附中、济南外国
语学校三所高中国际部报名时
间，今年，各个高中国际部招生人
数与去年持平，在中考成绩之外，
各个学校例行加试，以选拔更适
合的学生。在选拔方式上，山师附
中、济南外国语进行了调整。

随着留学热连年升温,省实
验中学、山师附中、济南外国语
学校等优质高中学校的国际部
颇受青睐,录取分数线都有所提
高。往年,几所高中国际班录取的
学生中甚至不乏中考成绩530分
以上的高分生与推荐生。

今年，济南市普通高中招生
计划还未正式出炉，据各个高中
介绍，国际班招生人数与去年持
平。山东省实验中学国际部招生
80人，山师附中国际班招生60人，
济南外国语学校国际部面向济
南市招收学生130名（A-Level课
程项目65名，AP课程项目65名）。
6月28日、29日两天，三所高中将
在官方网站开启报名端口，考生
可登录报名。

国际班选拔通常采取中考
成绩+加试成绩的方式，加试形
式每个学校各有不同。三所学校
的加试时间都在7月1日。

今年，山东省实验中学国际
部招生中，推荐生不能再选择国
际部，只能被录取到普通班。
济南外国语学校仍然采用中
考成绩加面试成绩的方式录
取，面试成绩由去年的20分调
至30分，增加了对学生综合能
力的考察，如解决问题的能
力、团队合作的能力以及组织
和领导能力等。

山师附中国际部主任助理
刘伟说，今年英语加试比重会增
加，中考成绩折算成百分制后取
50%，英语加试满分100分—笔试
占80分，面试占20分，加试成绩再
取50%，两者相加得出最终的分
数，由高到低录取。

不少家长关心，在报考志
愿时，国际班和普通班可以兼
报吗？刘伟介绍，国际班的报
考属于提前批次，被国际部录
取并确认后将直接被高中提
档录取，如果没有被国际部录
取，也不影响接下来的普通班
报考。

高高中中国国际际班班报报名名

考考察察问问题题解解决决能能力力

提前批录取，本科批就没机会了

很多家长和考生，既想报提前批又想报普通批。
如果考生满足提前批的相关条件，可以尝试，因为即
使提前批录不上，假如考生未被所填志愿录取而又
不服从调剂的话，不会影响到后面的本科普通批录
取。

“多一条腿走路”

一旦你填的专业这个学校录不上，可能就把你
调剂到你不喜欢的专业，一经录取，你后面的本科普
通批就没有机会了。

慎选“专业服从调剂”

省属公费师
范生

省属公费医
学生

省属公费农
科生

17个专业志
愿

1个专业服从
调剂志愿

专业志愿
由“ 专 业 + 定
向就业市”构
成，选择服从
专业调剂的考
生视为认同可
以调剂到报考
高校的任何专
业及其就业市
方向。

假设，你想
去济南的公费
师范生，但济南
的没录上，你选
了专业服从调
剂，有可能被调
剂到潍坊等市。

一经录取，
你本科普通批
也没机会了。

艺术类考生要注意

并不是所有的艺术类高校及专业都在提前批录
取，仅有部分艺术类高校及专业，其中包括山东省属
高校招收公费艺术类专业师范生。另外有部分艺术
类院校，在本科统考批、本科校考批以及专科普通批
等填报。

今年本科统考批和专科高职普通批，首次志愿
填报，都可以填12个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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