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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近百所高校给出预估分数线
山大：615分以上录取有把握 海大：1 . 4万名以内有较大希望录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潘世金 王媛
实习生 梁佳莹

6月25日，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在济
南高新区国际会展中心火爆开
幕。今年是山东新高考落地实
施的第二年，记者在现场了解
到，除高校预估分外，专业选
择、志愿填报等都成了家长关
注的重点。

记者注意到，高校的培养
方式也成为考生和家长的关注
重点。在山东省属高校展区，就
今年的招生政策变化，一位考
生正向山东农业大学招生负责
人咨询。

“今年学校面向山东省和
部分新高考改革省份考生招收
种子科学与工程、农学、林学3
个新农科实验班，山东省考生
成绩须达到山东省一段线，在
本科提前批（种子科学与工程）
和常规批（农学、林学）填报志
愿，河北省、湖北省考生在相应
批次填报志愿。”山东农业大学
的一位招生老师介绍。

记者了解到，该校实验班
新生入学后单独编班，采用导
师制，深度参与导师科研课题；
按照新农科人才培养要求，专
门制定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上
更多融合生物技术、信息科学
等前沿领域。

此外，该校今年新增两个新
农科专业。“学校主动适应国家新
农科建设需要，依托优势学科，新
增了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两个专
业，可以说是顺势而动，吹响了培
养新农科人才的号角。”山东农业
大学招生老师介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 者 潘世金 王媛
实习生 梁佳莹

孩子的成绩位次在1 . 6万
名左右，能报什么专业？孩子进
入学校后可以转专业吗？学生报
考这个专业，考研和就业的情况
怎样？在山大（威海校区）展位
前，不少家长围着招生办公室的
老师进行咨询，老师拿出学校报
考指南，认真为学生解答。

中外合作项目成为不少家
长关注的重点。在山东大学澳国
立联合理学院展位前，学科培养
方式成了不少家长关注的重点。

山东大学澳国立联合理学
院党委副书记范其学介绍，学
校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办
校，共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四门专业。学生如果选择“3+
2”培养模式，3年在国内就读，2
年在国外深造。学生毕业时可
拿到山东大学本科毕业证、山
大学士学位证、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学士学位证和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硕士学位证。

学生如果选择4年在国内
就读，毕业时可拿到山东大学
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
范其学建议今年2 . 5万名位次
学生报考，鼓励位次在3万名左
右的考生报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时培磊

孙远明 吴 佳

省内高校

山东师范大学
普通类：

（一）4 . 5万名(564分)以内鼓
励报考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省级一流本科建设点以及往
年录取位次较高的相关专业，建
议前五志愿填报；6万名（550分）
以内鼓励报考普通类其他专业，
建议前五志愿填报。

（二）7万名（543分）以内鼓励
报考地方专项、公费师范生。

（三）中外合作办学11万名
（520分）左右鼓励报考。

山东财经大学
1 .普通类专业
总位次5 . 5万名以内，高考

成绩555分以上的考生，录取学校
普通类专业有希望；总位次4 . 5
万名以内，高考成绩563分以上，
报考经济类、财政类、大数据等比
较热门的专业录取希望较大；总
位次4万名以内，高考成绩568分
以上，报考学校最热门的金融类、
会计类专业录取希望较大。

2 .济南走读专业
总位次7 . 5万名以内，高考

成绩540分以上的济南考生，录取
学校济南走读专业希望较大；总
位次5 . 5万名以内，高考成绩555
分以上的济南考生选择热门的金
融类、经济类走读专业录取希望
较大。

山东农业大学
普通类提前批：公费农科生

14万名（505分）之前，录取希望较
大。种子科学与工程（新农科实验
班）14万名（505分）之前，录取希
望较大。低于以上位次考生，可以
尝试冲一下也有希望录取。

常规批普通专业：农科类、理
学类、工科类专业14万名（505分）
之前希望较大，优势专业、热门专
业、齐鲁学堂、新农科实验班12万
名（515分）之前希望更大。接近或
低于14万名（505分）的鼓励靠前
位置报考山东农业大学专业，也
有希望录取。

不提选考科目要求的经济
类、管理类、外语类、法学类专业：
12万名（515分）之前希望较大，往
年报考热度较高的专业9万名之
前更有希望。低于12万名（515分）
的鼓励靠前位置报考山东农业大
学专业，也有希望录取。

山东建筑大学
艺术类本科批：普通艺术专

业综合分560分左右，中外合作专
业综合分535分左右。

普通常规批：特殊类型控制
线518分以上的考生可以依次选
择我校较为热门的优势专业；不
限选科目专业510分左右，位次13
万左右；限选科目专业500分左
右，位次15万左右；

青岛农业大学
一、提前批公费生，热门地区

岗位3万名（580）上下，冷门地区
岗位17万名（492分)以上报考录
取希望较大。

二、常规批普通专业。11万名
（520分)上下报考热门专业录取
希望较大，大部分专业13万名

（506分)上下录取希望较大，16万
名（495分)上下可在平行志愿靠
前位置尝试报考相对冷门专业。

三、校企合作办学专业。17万
名（490分)上下可在平行志愿靠
前位置尝试报考。

青岛科技大学
普通本科类

5万位前（560分前）考生：可
考虑报考我校英才计划、计算机
类、电子信息类、自动化类、经管
类、高分子材料类等类别中的相
关热门专业；

5万—8万位之间（535—560
分）考生：可考虑冲击英才计划、
冲击学校热门专业，报考普通类
专业；

8万—10万位之间（525—535
分）考生：可考虑报考非热门普通
类专业、报考崂山校区校企合作
专业；

10万—13万位（510—525
分）：可考虑冲击非热门普通专
业、报考崂山校区校企合作、报考
高密校区本科专业、中外合作办
学热门专业、报考高密校区校企
合作；

13万—15万位（500—510
分）：可考虑冲击高密校区本科专
业、冲击崂山校区校企合作、报考
高密校区校企合作、报考中外合
作办学热门专业；

15万—20万位（475—500
分）：冲击高密校区普通本科专
业、报考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青岛理工大学
一、普通类专业：6 . 8万名

（545分）以内考生建议报考我校
建筑类、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
工商管理类、自动化类中的相关
专业，9万名（530分）以内考生可
以报考我校其他专业，10万名左
右（525分）考生可以冲击我校非
热门专业。

二、校企合作办学专业：11万
名（518分）左右考生建议报考校
企合作办学热门专业，14万名

（502分）左右考生建议报考其他
校企合作办学专业。

三、中外合作办学专业：11万
名（518分）左右考生建议报考财
务管理(中瑞）合作办学专业，16
万名（496分）左右考生建议报考
其他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四、临沂校区专业：13万名
（508分）左右考生建议报考临沂校
区热门专业，17万名（491分）左右
考生建议报考临沂校区其他专业。

青岛大学
预估位次在3万（580分）鼓励

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影像、医学
检验等医学类专业；

预估位次在4万（569分）鼓励
报考热门专业，建议报考青岛大
学10个以上专业；

预估位次在6万（551分）鼓励
报考普通类其他专业，建议报考
青岛大学10个以上专业；

预估位次在7万（544分）建议
报考师范类（面向青岛考生）专
业，建议报考青岛大学6个以上师
范类专业；

预估位次在8万（537分）建议
报考西班牙（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山东管理学院
本科普通类建议位次19万名

以内；本科校企合作类，建议位次
21万名以内报考；美术类本科，综
合分位次1 . 3万名以内；文学编
导类本科，综合分位次2000名以
内。

山东政法学院
普通专业全省排名17万以内

可以报考。具体如下：提前批监狱
学专业女生7万以内、男生15万以
内可以报考；普通专业全省排名
17万以内可以报考；法学专业15
万以内可以报考；校企合作本科
专业20万以内可以报考；专科专
业30万左右可以报考。

曲阜师范大学
师范类专业：7万名以内、543

分以上建议报考；普通偏文：8 . 5
万名以内、533分以上建议报考；
普通偏理：10万名以内、525分以
上建议报考；校企合作专业：16万
名以内、495分以上建议报考。

齐鲁工业大学
计算机类专业（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网络空间
安全、人工智能、区块链工程等相
关专业）预估在6万位次左右（550
分左右）报考我校把握较大；

科教融合及新工科类相关专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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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计算及应用、机器人工

程、金融科技等相关专业）预估在
7 . 5万位次左右（540分左右）报
考我校把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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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类等相关专
业，录取位次预估在9万名左右

（530分左右）报考我校把握较大；
其他类相关专业预估在11万

位次左右（518分左右）报考我校
把握较大。

报考我校菏泽校区考生预估
在15万位次左右（500分左右）把
握较大；校企合作专业位次预估
在18万位次（485分左右）报考把
握较大；中外合作专业位次预估
在19万位次（480分左右）报考把
握较大。

省外名校

中国人民大学
本部普通批1200名以上（655

分以上）希望较大；
提前批1500名以上（652分以

上）希望较大。
高分段专业700名以上希望

较大。
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
5000名以上（631分以上）希

望较大；
6000名以上（628分以上）也

有希望，欢迎尝试。
南开大学

金融学类656分；理科实验班
（数理科学与大数据）653分；经济
学类653分；工科实验班（信息科
学与技术）648分；临床医学647
分；工商管理类647分；理科实验
班类（物质科学与可持续发展）
643分；公共管理类643分；历史学
类640分；中文类639分；外语（提
前批）639分；电子商务（中外合作
办学）625分。

华中科技大学
一、华中科技大学今年在山

东省招生计划维持去年计划数不
变，即理科大类（指选报数理化生
及不限科目等）招生计划为181
名，艺术类招生计划2名，共招收
183名全日制本科生。

二、华中科技大学今年在山
东省普通类专业预计最低参考分
数640分希望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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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名左
右，对应分数线655分以上比较有
把握。

北京中医药大学
高考位次在24000名以内的

考生有录取希望。
14000名以内，医学类（含针

灸推拿学五年制专业）录取有希
望。

5000—10000名，可尝试报考
中医学五年制专业。6000名以内，
可尝试报考学校本硕连读（5+3
一体化专业）。400—1000名，可尝
试报考学校本博连读（九年制）专
业。

东南大学
638分（前3500名）有把握；
636分（前4000名）希望大；
634分（前4400名）冲一冲。
（注：高校提供的预估分数线

仅供参考，具体请以高校最终公
布的录取分数线为准。志愿填报
需谨慎。）

葛相关链接

中外合作项目
受关注

山东高招会
火爆开幕

6月25日下午，山东公布2021年高考成绩及分数线。高考成绩
公布之后，对考生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对照高校预估分确定报考
范围了。在26日举办的山东高招会上，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请
近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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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名以内（628分以上）：录取到热门专业有把握；

10000名以内（615分以上）：录取有把握；

12000名以内（610分以上）：录取希望很大；

13000名以内（608分以上）：录取有希望。

建议填报我校20个左右专业志愿，拉开专业档次；

威海

12000名以内（610分以上）：录取到喜欢的专业有把握，建议填报

我校6个左右专业（类）；

15000名以内（603分以上）：录取有把握，建议填报我校10个左右

专业（类）；

18000名以内（598分以上）：录取比较有把握，建议填报我校10个
左右专业（类）；

20000名以内（594分以上）：有希望被录取，建议填报我校15个专

业（类）；

27000名以内（584分以上）：报考校区威海走读有希望被录取，建

议填报我校招生的14个专业（类）；

30000名以内（580分以上）：报考威海校区中外合作7个专业，录取

希望很大。

山东大学预估线

报考建议

在满足选考科目的前提下，山东考生高考位次在10000名以内的，被绝大

多数专业录取的希望非常大；

14000名以内的，多数专业（类）也有较大希望录取；

16000名以内的，也有较大希望被部分专业录取；

16000至18000之间的考生，仍有录取希望；

18000名以后，但有强烈报考意愿的考生，也可以尝试在志愿靠前位置填报。

中国海洋大学预估线

更多省
内外高校预
估分信息，
可扫描二维
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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