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一高校多种招生类
别如何报志愿？

在高考大讲堂现场，很多
考生和家长对于志愿填报中同
一所高校的不同招生类别如何
报考、专业到底该不该选服从
调剂有很多困惑，老徐在讲座
中都给予了详细解答。

老徐介绍说，山东省2019
年夏季高考专科批次包括专科
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两个批
次。专科提前批一共包括两类
院校和专业，直招士官生招生
高校及专业，飞行技术专科专
业；专科(高职)普通批包括高
职专项计划，公费专科医学生，
以及未列入专科(高职)提前批
的春季高考和夏季高考专科
(高职)院校及专业。其中，高职
专项计划主要招收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专项计划；公费专
科医学生系山东今年首次试
点，即今年起我省在省属医学
高等院校实施订单定向医学生
公费教育，重点为乡镇卫生院
及以下的医疗机构培养从事全
科医疗的卫生人才；未列入专
科(高职)提前批的春季高考(本
文主要介绍夏季高考)和夏季高
考的专科(高职)高校及专业，主
要包括普通文理类专科计划、高
职院校与本科高校分段式培养
计划(即“3+2”)、中外合作办学、
校企合作等专业计划。

今年新增的公费专科医学
生计划和高职专项计划一样，
尽管设在专科普通批，但属于
单列计划，提前单独录取，如果
录取不上，不会影响后面的专
科普通批常规志愿的录取。至
于除公费专科医学生和高职专

项计划之外的不同类型招生计
划，在填报时都单独占一个院
校的位置，不能混报。

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为例。如果一个考生想报考这
所学校的“3+2”，又想报考该
校的普通专科，就要分别占据
一个院校代码位置，“一个代码
下填写的是‘3+2’专业，一个
代码下填写的是普通专科专
业，其实相当于填报了两所高
校。”如果为了保证一定能录取
到这所学校，还想报上校企合
作专业和中外合作专业，那就
相当于报了4所学校，占了四个
院校代码位置。

关于专业是否服从调剂，
老徐特别提醒考生和家长，一
定要慎选专业不服从调剂。

普本院校专科与“3+
2”该怎样选？

高考成绩既可以考虑高职
院校的“3+2”(高职本科贯通培
养)，也可以考虑普通本科专科
专业的考生，应该如何抉择？老
徐建议考生认真思考自己究竟
想要什么，“看你是想要大学三
年好的学习氛围和教学资源，还
是希望三年后升本科更容易。”

对于那些高考成绩不足以

一步到位上本科、但抱有“本科
梦”的考生来说，“3+2”是个不
错的机会。

所谓“3+2”，就是指前三
年在高职专科就读，经过过程
性考核与三年后的升本考试，
进入衔接本科院校学习两年。
如果顺利完成学业，就能够拿
到衔接本科的本科学历、学位
证书。与普通社会专升本相比，

“3+2”高职本科的“衔接”考核
通过率较高，绝大多数高校能
在90%左右。

如果考生希望自己在大学
期间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学校环
境和教学资源，则可以考虑普
通本科院校的专科专业，“本科
院校的资源更好，学习氛围也
更浓厚。”不过，学生最终能够
到哪所大学就读，其实归根结
底还是由高考成绩决定的。
尽管与高职院校相比普通本科
院校的专科专业中学习氛围较
浓，但在专升本的通过率上，是
远低于“3+2”高职本科衔接试点
的。“如果你打算三年专科后继
续读本科，还需要参加社会专升
本考试。好的本科院校的专科专
业竞争非常激烈，分数线一般都
比较高。选择之前一定要考虑清
楚你想要什么。”老徐说。

根据《山东省2019年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意见》，
本科线下20分的考生可以报考
本科第二次征集志愿。这算是
给了没上本科线的考生一次报
考机会。尽管根据最近两年划
定的本科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
控制线来看，本科线下考生还
没有机会通过征集上本科，但
既然有机会报考，建议考生不
要轻易放弃。

不过，建议这部分考生在
准备本科第二次征集志愿的同
时，务必好好准备专科志愿，避
免两头落空。

合理选择招生类别，
低分生也能上好高职

有考生问，如果高考成绩并
不算高，但也想上一所好学校，
还有没有办法？只要你志愿填得
巧，合理选择不同招生类别，也
可以实现低分生上好高职。

老徐解释说，很多好的高职
院校同时拥有多种招生类别，以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既
有“3+2”，又有普通文理类专业，
还有校企合作与中外合作专业。
这四种类别专业在招生时录取
分数线是有差别的。

“以2018年录取数据为例。
山东商业职业学院2018年“3+

2”理科投档线为445分，普通理
科投档线为419分，中外合作理
科187分，校企合作理科279分。
不同类别之间的线差显而易
见。”老徐说，如果分数不具备
竞争力，但家庭经济条件允许，
可以通过中外合作或校企合作
专业实现低分上好高职。

除此之外，专科提前批也
为考生开辟了不同的升学通
道——— 直招士官生。直招士官
是军队委托地方院校为其培养
实用型技术人才。学生在地方
院校学习两年半，后半年到部
队实习。实习结束，领取毕业证
即可办理入伍手续，享受士官
待遇。山东今年一共有3225个
计划。“直招士官在提前批录
取，如果录取不上，也不会影响
专科普通批继续录取。”

不过，报考士官培养需要
通过政审、面试和体检。有意报
考的考生需要抓紧到当地武装
部领取政审表。

选择高职院校要看什
么？

不少家长问，给孩子选学
校的时候要看什么。老徐回答
说，首先一定要看这所学校是
否在教育部批准的正式院校名
录内。要严格按照山东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编制的填报志愿指
南来报考，指南以外有增加计
划的院校和专业，会在山东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网上公布
出来。除了这两种类别，不要去
参考任何其他的渠道。

此外在选择学校时，学校的
知名度、办学理念、师资力量、招
生程序是否规范等因素也需要
认真参考。而在专业选择上，考
生学什么专业，应该取决于职业
兴趣和未来职业规划和定位。

“只有对一个专业发自内心的喜
欢，才有内驱力去把它学好。”

当然，就业也是必须考虑
的重要因素。毕竟将来无论读
到哪一个阶段，最终还是要面
临就业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秦阳晨

高考大讲堂专科专场开讲，老徐支招专科志愿填报

““志志愿愿报报得得巧巧，，低低分分也也能能上上好好高高职职””

本报济南7月21日讯(记者 潘世
金 实习生 郭梦雨 )近日，齐鲁晚
报“齐鲁未来星”莱芜红色研学全新
亮相，研学导师带领青龙街小学、纬
二路小学、堤口路小学、景山小学等
学校的学生和家长一起走进莱芜战
役纪念馆，前往小三峡，开启了一次
全新的研学之旅。

上午，同学们来到莱芜战役纪念
馆。在纪念馆里，同学们在专业讲解
员的带领下，依次通过序厅、战役经
过厅、城北围歼厅、人民支前厅和人
民英烈厅五大展厅，展现了解放军战
士和群众们浴血奋战的光辉形象，同
学们也从中了解了英雄战士们的光
辉事迹。下午，同学们来到有长江三
峡的意境的雪野湖小三峡，感受自然
之美。

济南市纬二路小学六年级王紫
涵同学说：“通过参观学习，我了解
到了很多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也
使我更加认识到我们现在的美好生
活来之不易，我要好好珍惜，好好学
习。”

岱崮红色研学将于近日开营

近日，齐鲁晚报“齐鲁未来星”岱
崮、孟良崮红色二日研学营将开营，研
学导师将带领营员们赴临沂红色革命
景区，开启红色教育文化之旅。岱崮地
处沂蒙山腹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著名的南北岱崮战役、大崮保卫战
就发生在这里。营员们将参观孟良崮战
役纪念馆；在岱崮地质地貌博物馆，了
解中国第五大地质地貌——— 岱崮地貌，
体验国内首家洞穴式地质博物馆；参与
实弹射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包水饺，
学唱红歌，感受崮上草原之美，欢迎学
生报名参加。

为了更好地展现学子们的研学风
采，齐鲁晚报面向参与“齐鲁未来星”研
学营的同学们征集习作、绘画、摄影等
研学作品。投稿邮箱:953562374@qq.com。

咨询电话：0 5 3 1 - 8 5 1 9 3 7 1 2 、
85193050；0531-58566698、58053686。

新加坡管理学院(SIM)成立于
1 9 6 4年，隶属于新加坡经济发展
局，连续八年被当地评选为最佳教
育学府，与8所国际著名大学(如伦
敦大学、伯明翰大学、澳洲皇家墨
尔 本 理 工 大 学 等 ) 建 立 了 伙 伴 关
系，提供5 0多种研究生、本科生学
位学术课程，颁发合作大学本科文
凭。

新加坡管理学院(SIM)直通世
界名校：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世
界排名38位、伯明翰大学-世界大学
排名79位、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
学-世界大学排名238位。

2008-2013年，我省部分优秀学
生通过此项目进入新加坡管理学院
学习，该批学生已成为新加坡PR，
还有部分学生硕士已毕业。

2014-2018年我省山师附中、外
国语、济钢、章丘四中、青岛二中、烟
台一中、临沂一中、淄博实验、泰安
一中等90名高二及高三毕业生通过
新加坡管理学院直录项目并进入该

校学习。连续四年录取率在85%以
上，并有部分学生获得了第一年学
费全免。

据新加坡管理学院中国山东招
生处新加坡万和国际教育集团(官
方微信：whedu001)穆丽霞女士介
绍，针对山东省的考生，可以凭借高
二或高三的成绩申请2019年10月或
2020年1月入学，无需雅思成绩。8月2
日在济南进行直接入学考试，考试
报名电话13573189927。

该校学生毕业后可留新工作，
满 1年以上申请永久居民 (绿卡 )，
2018年薪资约15000人民币/月。也
可申请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
大学、管理大学或英国伦敦大学、剑
桥大学、澳洲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
等海外知名大学继续就读1-2年获
得硕士学位。

【官方直招考点联系方式】新加
坡万和国际教育集团，0531-6788
1628。报考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泺源
大街8号绿城金融中心B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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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学生走进纪念馆，了解革命历史、寻访老物件

讲座结束后，老徐被考生和家长团团围住，继续咨询。

21日上午9点，山东英才学
院学术报告厅，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高考大讲堂2019专科专场
开讲，本报资深教育记者老徐
(徐玉芹)为从全省各地赶来的
200余名考生和家长详细讲解
了专科(高职)填报志愿技巧。

新新加加坡坡管管理理学学院院
招招收收山山东东考考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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