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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巩悦悦

三类提前批志愿

考生不可兼报

“您好，我女儿过了艺术类联
考，高考成绩是550分，想同时填
报普通类提前批和艺术类本科提
前批，不知道能不能同时报考？”7
月30日下午，有网友发来提问。

记者注意到，省招考院发布
的山东2020年普通类提前批和体
育类提前批志愿填报注意事项
中专门指出，普通类提前批、体
育类提前批、艺术类本科提前
批，考生只能选择其中一类填
报，不得兼报。若考生需要填报
艺术类本科提前批志愿，7月30日
请勿填报普通类提前批或体育
类提前批志愿。

需要指出的是，艺术类本科提
前批、春季高考技能拔尖人才第一
次志愿填报时间为8月4日9:00至
18:00。而在7月28日-8月7日，山东
会开放志愿填报辅助系统。8月4日
之前（即填报普通类、体育类常规
批第一次志愿、艺术类本科批统
考、联考专业第一次志愿前），提供
计划查询和夏季高考平行志愿预
选志愿保存功能。8月4日—7日，系
统只提供计划查询功能。

按照山东省2020年夏季高考
各类别分数线，普通类特殊类型
招生控制线为532分，一段线449
分，二段线150分，“3+2对口贯通
分段培养”高职志愿填报资格线
为399分。对于艺术类本科文化控
制线，文学编导、播音主持、摄影
类专业为381分，美术、音乐、书法
类专业为314分，舞蹈、影视戏剧
表演、服装表演(模特)类专业为
291分。而对于专科文化控制线，

上述专业均为150分。

填不同批次志愿

需满足这些条件

众所周知，今年是山东新高考
落地元年，志愿填报方式、录取程
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普通类
提前批、常规批，以及艺术类提前
批、本科批、专科批的志愿填报，对
考生分数线提出哪些要求呢？

据省招考院介绍，普通类提
前批志愿填报，对考生提出如下
要求：普通类一段线上考生可填
报本科志愿，也可填报专科志愿；
普通类一段线下、二段线上考生

只能填报专科志愿。
而常规批志愿填报，则实行

以“专业(专业类)+学校”为单位
的平行志愿模式，1个“专业(专业
类)+学校”为1个志愿。例如，填报
山东大学数学、物理2个专业，需
要按数学+山东大学、物理+山东
大学，作为2个志愿填报。考生每
次填报志愿的数量最多不超过96
个，可以填满所有志愿，也可选择
填报部分志愿。

需要明确的是，第1次志愿填
报，由普通类一段线上考生首先
填报本科志愿并参与一段录取；
第2次志愿填报，由普通类二段线
上考生(含未被录取的一段线上

考生)填报本、专科志愿；第3次志
愿填报，由普通类二段线上考生
(含未被录取的一段线上考生)填
报本、专科志愿。

8月4日，艺术类本科提前批
第1次志愿将正式填报，具体到艺
术类提前批的投档规则，省招考
院明确，根据考生志愿，关联其填
报的第一专业合格成绩全部投
档，由高校择优录取。艺术类统考
及部分联考专业根据综合分数从
高到低排序投档。

比较考生志愿顺序

顺序在前者优先投档

迄今为止，普通类提前批、体
育类提前批第一次志愿已于7月
30日填报完成。根据省招考院安
排，考生填报的这批志愿，可在8
月11日查询录取结果，已被录取
的考生将不再参与后续志愿填
报、录取。8月4日-7日，已填报普
通类提前批和体育类提前批志愿
的考生如符合其他批次志愿填报
要求可继续填报相应批次志愿。

各类别、各批次实行平行志
愿投档录取的专业，考生成绩相
同时，依次按语文数学总成绩、语
文或数学单科最高成绩、外语单
科成绩、等级考试选考科目单科
最高成绩、等级考试选考科目单
科次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投档；
如仍相同，比较考生志愿顺序，顺
序在前者优先投档，志愿顺序相
同则全部投档。各类别、各批次被
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续志愿
填报和录取。

考生需要注意的是，普通类
批次中的提前批，招生类型包括
军事、公安、航海、消防、公费师范
(医学、农科)生、市级政府委托培
养师范生、综合评价招生、高水平
运动员、飞行技术等类型的本科
招生；特殊类型批包括教育部高
校专项计划、高水平艺术团等类
型的本科招生；常规批未列入提
前批和特殊类型批的其他本、专
科招生。

具体到艺术类批次，本科提
前批的招生类型包括独立设置的
艺术院校、参照独立设置艺术院
校执行的其他院校，中央部门属
高校及部分省属高校除美术类专
业之外的艺术类专业，省属公费
师范生、市级政府委托培养师范
生专业招生；本科批包括除提前
批之外的所有艺术类本科招生；
专科批包括所有艺术类专科招
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巩悦悦

问题聚焦志愿填报

高校招办答疑忙

记者注意到，考生和家长们
咨询最多、最为关心的就是志愿
填报方面的问题。在“壹点云高
招”省内外各高校的界面下方，
各类问题一时涌了进来，也显露
出高考生们急需专业人士指导填
报志愿的迫切心情。

“老师您好，孩子选考科目
是化学、历史、地理，考了550分，
排名八万左右，想问一下报贵校
有希望吗？”对于该家长的提问，
青岛大学招办工作人员回复道，8
万左右，可以尝试校企合作，对应
的专业是软件工程。“另外，您也
可以考虑中外合作的西班牙语专
业，排名在7万左右。”

“老师您好，我是山东考
生，选考了政治历史和地理，总
分 5 6 5 分 。 请 问 能 报 考 青 大
吗？”有考生提问道。青大招办
工作人员回应，学校人文社科类
分数在574分左右。您可以考虑
一下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对应
位次在7万名，对应分数在558
分。校企合作办学也可以考虑。

还有考生提问，“老师您好，
我是青岛当地的考生，高考物
理、化学、地理总分561分，山
东省排名66282名，想考咱学校
的师范类，希望大不大？”对
此，青岛大学招办工作人员称，
师范类面向青岛招生，位次在
7 . 5万名，554分。

记者注意到，也有美术生提
问道：“老师好。山东美术生专
业课251 . 3分、文化课387分，
综合分555 . 9分。有希望报考青
大吗？”青岛大学招办工作人员
称，您好，按照往年的数据来
看，学校对于美术生的专业和文
化课是分开来看的，提供一下分
数段供您参考。“其中，艺术类

的分数如下：2 0 1 9年2 6 1 . 6 6
分、 2 0 1 8年 2 5 0分、 2 0 1 7年
250 . 034分。文化课往年参考分
数如下：2019年326分、2018年
399分、2017年403分。”

百余所高校进驻

家长可精准咨询

记者梳理发现，在省属本科
院校页面下，大批考生和家长前
来咨询志愿填报。相关院校的工
作人员都给了耐心和认真的解
答。除了普通高考生，也有艺术
生前来咨询。

举例来说，仅在山东大学的
界面下，就有50余条提问。“您

好，我位列2 . 1万多名，报考威
海校区有希望吗？”有考生这样
提问。工作人员回复道：“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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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考生提问山东大学，
“请问，济南、青岛校区和威海
分校的毕业证是一样的吗？”工
作人员称，“今年青岛和济南是
同一个招生代码。威海分校单独
使用一个招生代码。但无论是青
岛校区还是威海校区，与济南校
区的毕业证书都是一样的。”

“请问489分报考山东女子学
院录取率高吗？能选择什么专业
呢?”工作人员回复道，因为学校

还未出预估分数线，录取率不好
说。但您可以报名日语、德语、
英语等专业，多报考几个试试。

当然，还有考生咨询浙江大
学。工作人员介绍：“在山东招
150人。2500名以前有希望。前
700名可以报选报考要求物理的
专业。前300名可以报竺院。前
1200名可以报医学试验班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
解到，目前，山东考生报考相对较
多的百余所高校都已经进驻齐鲁
壹点，每个学校都开设了招生专
题。在高校专题里，考生可以在高
考政策条目下了解各个学校的招
生政策。此外，考生还可点击进行
学校和专业的预报名，建立与学
校的精准沟通渠道，方便学校为
目标考生提供精细化服务。

普通类常规批第一次志愿明起填报
艺术类本科提前批同时进行，高考生填报需满足这些条件

高考成绩放榜以来，数万人提问“壹点云高招”

答疑热度高，有家长凌晨一点还在咨询

扫描添加至“我的小程序”

了解更多内容

2020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现场忙着咨询的家长和考生。

山东高考成绩已公布一周，目前，志愿填报工作正有序进行。今年是我省新高考改革落地的第一
年，招生录取将按照普通类、艺术类和体育类3类分批次进行录取。

据省招考院消息，8月4日，艺术类本科提前批第1次志愿将正式填报，考生须在上午9点到下午6点
之前进行。至于普通类特殊类型批志愿，以及普通类常规批和体育类常规批第1次志愿，将在8月4日至7
日9点至18点进行，考生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

为 帮 助 考

生科学选择与填报96个志愿，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在

扩容举办线下高招会的同时，还开发了“壹点云高招”系统，为广大考

生和家长答疑。7月31日是山东高考成绩公布的第六天，放榜至今，已有数万人

线上留言咨询。

随着志愿填报的启动，考生家长们的心情也变得极为迫切，这在“壹点云高

招”各高校留言区可见一斑。记者注意到，有高考生家长凌晨一点多还在询

问志愿填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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