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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填报参考

20余所高校给出预估分数线
山大：638分录取有把握；海大：1 . 4万名以内录取希望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徐玉芹

山大620分录取有希望
海大1 .6万名可尝试

山东大学
济南校区+青岛校区638分录

取有把握，620分录取有希望；威海
校区611分录取希望很大。

中国海洋大学
普通专业：热门专业预计全省

位次在12000名内录取希望较大，
大部分专业14000名内录取希望较
大，16000名（18000名）内也可在平
行志愿靠前位置尝试报考相对冷
门专业。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预计全省
排名40000名内录取希望较大，
50000名内也可平行志愿靠前位置
尝试报考。

省外名校：
人大本部668+希望大
武大预估656分

中国人民大学
本部综合1500名以上（668分

以上）希望较大。
2000名以上（664分以上）都有

机会。再低一些也可以尝试。不区
分提前批和普通批。

苏州校区：5000名以上（648分
以上）希望较大，6000名以上（644
分以上）也有机会，再低也可以尝
试。

重庆大学
2019年重庆大学在山东提档

线，理科最低分621分，名次为7800
左右，文科最低分608分，名次为
1400左右。

考生如果综合排名在5000名
以内，可以优先选择重庆大学建筑
学、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土木工程
等王牌专业，以及计算机类和电子
信息类等热门专业，再或者是经济
类等备受欢迎的专业，还有就是数
学类等表现强劲的专业。数学类等
基础专业，学习好后，可以为今后
再深造打好坚实基础，可以有效地
成就一些学术型人才。

考生如果综合排名在9000名
以内，也可以选择上述专业冲一
冲，但需要把一些其他热度略低的
专业作为保底。一旦进校后，还有
一些机会转专业或者通过大类分
流选择大类中的特色专业。

如果考生综合排名在9000-
20000名之间，可以考虑选择一些
自己喜欢的，但是热度适中的专业
冲一冲。当然综合排名20000-
30000名之间，或更低名次，也欢迎
大家选报该校专业，毕竟有96个志
愿，今年是山东新高考元年，可能
会有意外惊奇。

当然，选择具体专业也不能仅
考虑综合排名，还需要考虑单科排
名。由于不少专业要求选考科目与
该校专业选科要求匹配，具有相同
选科的同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
手。以上分析仅供谨慎参考。

大连理工大学
634+（9293名）选择主校区，有

选择专业余地，被心仪专业录取希
望很大；

629+（11151名）选择主校区，
希望较大，建议第一志愿报考；

627+（11989名）选择主校区，
冲一冲，有希望，给自己实现梦想
的机会；

615+（17773名）选择盘锦校
区，有选择专业余地，被心仪专业
录取希望很大；

611+（20033名）选择盘锦校
区，希望较大，建议第一志愿报考；

608+（21845名）选择盘锦校

区，冲一冲，有希望，给自己实现梦
想的机会；

609+（21254名）选择中日、中
美、中白合作办学，被录取的希望
较大（中美首年独立代码招生）；

592+（33299名）选择中英合作
办学，上双一流、985高校的捷径。

武汉大学
在山东招生：预估656分。

华中科技大学
预测今年在山东普通类专业

预计最低参考分数658分希望较
大，656分有希望。预计平均参考位
次2700名以上希望较大，热门专业
预计参考位次在1350名左右，对应
分数线669分以上比较有把握。

中南大学
临床8年670分把握较大；6000

名内（644分），90%以上专业较有把
握；8300名内（637分），60%以上专
业较有把握；634分（9293名），希望
很大。除临8、口腔3+5，其他可参加
专业分流后再转专业。另：学校中
外合作招16人，预估615分以上，其
文凭无“中外合作”。

南京理工大学
最低627分，总排名12000以上

报考希望较大。
河海大学

613分（19000名），欢迎冲报河
海大学，建议选择适中专业；

615分（18000名），一志愿报考

河海大学，进档有希望，选择适中
专业；

620分（15000名），靠前报考河
海大学，专业选择余地较大，可选
优势专业；

625分（13000名），院校志愿中
上段填报河海大学，选喜欢的专
业，可选优势专业。

中国药科大学
普通专业总排名24000名（604

分）；中外合作办学27000名（600
分）。

南京邮电大学
建议选科物理、排位17000名

的考生报考相关专业；没有选科要
求的专业，建议考生排位25000名
就可以报考。

华南理工大学
640分以上报考希望大。

北京理工大学
预估664分。

北京化工大学
614分（位次18328）左右，部分

热门专业619分（位次15643），合作
办学597分（位次29302）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4500名以上（651分）希望较

大，6000名以上（644分）都有机会，
再低一些也可以尝试。以上预估仅
供参考。个别热门专业最终录取位
次可能较高。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654分有希望，658分有把握。

省内高校：
济南大学理工类
9万名以内建议报考

济南大学
普通类人文社科经管类专业，

位次在6万名以内建议报考；理工
类专业，位次在9万名以内建议报
考。

山东建筑大学
普通常规批：520分以上，位次

13万以内；选考物理的专业可以参
照物理排位，物理排位8万名以内；
普通类15万以内，选考物理的考生
可以关注该校往年的调剂专业。以
上分数建议报考，录取希望较大。
以上分数下降5—10分可以考虑报
考冲一下。仅供参考。

齐鲁工业大学
科教融合相关专业预估在6万

位次以内（566分左右）报考该校把
握较大（网络空间安全、能源与动
力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海
洋技术、药学、药物制剂、计算机类
等相关专业）；

传统优势专业如轻工类、食品
科学与工程类、环境类、生物类、机
械类、化学类、化工与制药类、电子
类、电气类、材料类、数理类、文管
法类等相关专业，录取位次预估在
9万名以上（544分左右）报考该校
把握较大；

菏泽校区、校企合作、中外合
作等相关专业，考生位次预估在14
万位次以内（515分左右）报考把握
较大。

需提醒的是，考生要注意选考
科目要求，符合条件方可报考。

今年山东省高考改革，影响因
素变量较多，以上数据为预估，仅
供参考。

山东管理学院
普通类（本科）：位次20万名以

内，485分以上；报考优势专业在此
基础上上浮1—2万位次。

校企合作办学类（本科）位次
22万名以内，分数：475分以上。

艺术类：其中美术类专业综合
分位次15000以内，综合分520分以
上；有省美术类统考合格证。

文学编导类专业综合分位次
2500名以内，综合分480分以上；有
省文学编导类统考合格证。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普通类-常规批（本科）：建议

500分（17万位次）以上报考希望较
大，位次越靠前，录取概率越大。

根据往年各专业投档情况大
体分两类：一类专业如社会工作、
政治学与行政学、经济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财务管理、审计学、汉语言文
学、广播电视学、英语、法语、思想
政治教育等，建议16万位次以内，
或505分以上；

二类专业如公共事业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资产评估、西班牙语、
德语、朝鲜语、日语、阿拉伯语、酒
店管理、旅游管理、物业管理、健康
服务与管理等，建议18万位次以
内，或495分以上报考希望较大。

普通类（校企合作）-常规批
（本科）：经济学、财务管理、审计
学、英语等校企合作专业，建议在
18万位次以内，或495分以上报考
希望较大。市场营销、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电子信息工程、广播电
视学等专业，建议在19万位次以
内，或490分以上报考希望较大。公
办高校、办学质量高、收费低、地处
济南中心位置。

注：高校提供的预估分数线仅
供参考。具体请以高校最终公布录
取分数线为准。今年是山东新高考
落地元年，志愿填报需谨慎。

7月26日下午5点，山东公布2020高考成绩及分数线。高考成绩
及分数线公布后，对考生和家长来说，下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
照各高校预估分数线，确定自己的报考范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请23所省内外高校预估了今年的分数线。

校区 报考建议

济南+
青岛

3000名以内（658分以上）：报考该校提前批实验班计划，录取比较
有把握。

6000名以内（644分以上）：录取到热门专业比较有把握，建议填报
该校20个左右专业（类）。

6000-8000名（638分）：录取有把握，建议填报该校20个左右专业（类）。

8000-10000名（632分）：录取比较有把握，建议填报我校20个左右专
业（类）。

10000-12000名（627分）：录取希望很大，建议填报我校20个左右专
业（类），拉开专业档次。

12000-15000名（620分）：录取有希望，建议填报我校20个左右专业
（类），拉开专业档次。

威海

12000名以内（626分以上）：进入喜欢的专业比较有把握，建议填报
我校6个左右专业（类）
12000-15000名（620分）：录取有把握，建议填报该校10个左右专业（类）。

15000-18000名（614分）：录取比较有把握，建议填报该校10个左右
专业（类）。

18000-20000名（611分）：录取希望很大，建议填报该校15个专业（类）。

24000名以内（604分以上）：报考校区威海走读有希望被录取，建议
填报该校招生的14个专业（类）。

33000名以内（592分以上）：报考该校区中外合作7个专业，有希望
被录取。

山东大学预估线

类别 报考建议

普通类（含济南走
读）

人文社科经管类专业，位次在6万名以内建议报考

理工类专业，位次在9万名以内建议报考

中外合作和校企合
作办学项目专业

一段线以上30分建议报考

艺术体育类
美术类专业综合分位次4000名以内建议报考

音乐学舞蹈学专业文化课和专业课双过线建议报考

体育类专业综合位次1500名以内建议报考

济南大学预估线

类别 报考建议

普通常规批
520分，位次13万以上；选考物理的专业可以参照物理
排位，物理排位8万名以内；普通类15万以内，选考物
理的考生可以关注我校往年的调剂专业

中外合作、济南走
读、农村专项

500分，位次17万以内

校企合作 485分，位次20万以内

艺术类
普通艺术560分（综合分），艺术类中外合作535分（综
合分）

山东建筑大学预估线

以上分数建议报考该校，录取希望较大。
以上分数下降5-10分可以考虑报考冲一下。仅供参考。

葛相关链接

选报志愿对每一年的高考
生和家长来讲都是一件非常复
杂、艰难、纠结的事情。山东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专家介绍，选报志
愿一般要经历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确定位次。查询自
己的高考成绩和位次，关注高
考成绩一分一段表、各类别录
取分数线等信息，合理给自己
定位，大致判断自己适合选报
哪个层次的学校和专业。

第二步：研究政策、汇总信
息。根据考生所具备的报考资格，
汇总、分析志愿填报需要参考的
政策信息和数据信息，广大考生
和家长务必要弄懂吃透政策。各
高校办学情况、专业介绍和招生
简章等可登录相关高校官方网站
查询。招生录取政策文件，军校、
公安、直招士官生等招生要求，每
批次剩余的院校专业招生计划，
都将通过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
网站发布。高考成绩公布后，将发
布《高考成绩一分一段统计表》、
近3年高校分专业投档情况表等
信息供考生参考。

第三步：初选志愿。结合自
己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在
综合分析研判各类信息的基础
上，对照自己的成绩位次和选
科情况，分梯度选择足量院校
专业志愿。考生要把握好选择
专业志愿的层次、类型、性质
等，与自己的成绩位次相匹配。

第四步：优化志愿。对初选
志愿进行综合优化，分梯度降序
确定志愿顺序。在此提醒考生，
由于每个专业涵盖的计划数较
少，为增加录取机会，尽量填满
96个专业志愿。志愿排序非常重
要，一定要把最喜欢的专业（学
校）放在最前面，依次填满。

第五步：正式填报。夏季高
考平行志愿借助志愿填报辅助
系统预选志愿，确定拟报考志
愿的最终顺序，生成志愿预填
表。在规定时间登录志愿填报
系统，“一键导入”志愿预填表
或输入报考的专业、院校，及时
提交报考志愿信息。其他非平
行志愿，由考生本人上网填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徐玉芹

高考志愿填报
可分“五步走”

每年录取期间，都会有不
法分子打着各种幌子诈骗考生
钱财。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防
范意识，注意识别不法分子的诈
骗伎俩。在此郑重提醒大家：高
考目前全部实行网上远程录取，
录取工作程序严密、监管严格，
计算机自动按分数、志愿进行投
档，任何人无法实现“低分高
录”“指定录取”等操作。

所有在山东招生的院校信
息均可在《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
填报志愿指南》或山东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所有录
取考生信息均可通过山东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对
于无法通过上述方式查询的招
生方式、信息以及一些天价志愿
填报指导等要保持警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徐玉芹

省招考院提醒谨防诈骗

警惕天价志愿
填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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