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份 性别
招生

计划

重点线

（成绩位次）

最高分

（成绩位次）

最低分

（成绩位次）

平均分

（成绩位次）

2018

男 15
517分

（92749名）

643分

（4445名）

595分

（23217名） 613分

（13894名）
女 3

641分

（4868名）

612分

（14389名）

2019

男 15
514分

（93667名）

625分

（6954名）

530分

（74626名）

578分

（28967名）

女 5
634分

（4648名）

613分

（10858名）

623分

（7523名）

2020年山东实行3+3新高考模式，不分文理科，报考我校必须选考物理

（注：以下成绩位次为考生在山东省选考物理的考生中的成绩位次）

2020

男 19
532分

（69698名）

625分

（10715名）

572分

（37640名） 598分

（21902名）
女 5

632分

（8498名）

604分

（19071名）

2021

男 19
518分

（70886名）

620分

（7044名）

583分

（21257名） 598分

（14466名）
女 5

628分

（5138名）

598分

（1446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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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尹明亮

解码专业
高校专家亲自讲
新高考实行“专业+学校”的志

愿填报模式，面对96个志愿，怎么
选专业？不同的学校，专业也有不
同的特点，在每年的高考志愿填报
中都有考生因为对专业不够了解
而填错志愿，其中，既有对不同学
校专业特点不了解导致的；也有的
是望文生义，光看专业名字而没有
深入了解专业内涵导致的。

自己想要填报的专业未来学

什么？毕业之后要干什么？走进大
学之后需要怎么规划自己的大学
学习？对高考结束之后的学生们
来说，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而对
专业提前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才
能在填志愿时做出最适合自己的
选择。

为了帮考生更好地了解专
业，在本次线上融媒咨询月中，我
们将邀请各个大学的专业老师在
线为考生们解读专业。

从6月11日到6月25日，高校
院系(专业)巡礼将持续进行，每
天都有各层次高校的院系负责人
或专业负责人上线，在线为考生

和家长解读专业，同时，考生和家
长也可以在线与专家进行交流。

在新高考的录取规则之下，
各个专业往年的录取情况也比学
校的整体录取情况更有参考价
值，与各个学校不同专业老师的
深入交流也将给考生的志愿填报
带来很大帮助。

除了本科院校的专业巡礼，
高职(专科)院校的专业巡礼也将
在7月份开始，从7月9日到7月14
日，都将是高职(专科)院校各专
业线上咨询的时间。

与本科院校的专业不同，很
多人对高职院校的专业了解不
多，在高职院校中，特色专业其实
有很多，比如，哪些是列入国家高
水平专业群的？哪些专业是列入
山东省高水平专业群的？在直播
中，考生们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
了解。

另外，在高职学校中，定向培
养士官生近年来受到很多考生的
欢迎，不同学校的士官生也有不
同的培养方向，考生也可以进行
咨询。

在院系(专业)巡礼进行的时
间段内，考生和家长都可以通过
齐鲁晚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

“高考”点击链接进入；也可以下
载“齐鲁壹点”手机客户端，在“高
考”频道中，进入相关专题观看；
第三种方式，家长可以微信搜索

“壹点云高招”小程序，然后进入
相关专题。错过直播的考生和家
长也可以在专题中观看回放。

出分后集中咨询

招办主任帮你解疑答惑

2022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计划在全省举行37场线下高招
会，但可能依然有许多考生不能
赶到现场进行咨询。因此，在举行
线下高招会的同时，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将举办线上高招会，为考
生提供更多的咨询机会。

线上高招会举行期间，考生
和家长都可以在齐鲁晚报官方微
信公众号、齐鲁壹点手机客户端
的“高考”频道、“壹点云高招”微
信小程序进入直播，进行在线互

动。从6月26日到6月30日，将是本
科综合场的线上高招会，按照计
划，每天9：00—10：00将是双一流
高校、军事类高校、公安类院校专
场，10：00—11：00和14：00—15：
00是普通本科专场，15：00—16：
00是高职院校专场。

在每天的直播中，各个学校
的招生工作人员都将在线解答考
生们的疑问，考生可以持续进行
关注。

7月16日和7月17日将是高职
(专科)场线上高招会的举办时
间，我们将邀请在山东省内有专
科招生计划的本科高校以及高职
院校在线与考生进行交流。在此
期间，齐鲁晚报在各地举行的高
职(专科)场线下高招会也将陆续
举行，届时，考生将有多个渠道进
行咨询。

线上高招会集中咨询的参加
学校以及场次安排，将在高考成
绩公布之前通过齐鲁晚报官方微
信公众号、齐鲁壹点和“壹点云高
招”小程序发布，考生和家长可随
时关注。

记者 尹明亮

全省最大规模高招会拟于

6月26日举行

每年高考成绩出炉以后，于
济南高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山
东高考招生咨询会(济南场)都是
全省规模最大的高考招生咨询
会，每年400多所高校参加，这也
是参加学校最全的一场高考招生
咨询会。

根据计划，2022年的山东高
考招生咨询会(济南场)将继续在
济南高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与
往年一样，将分为6月举行的综合

场(拟于6月26日举行)和7月举行
的高职(专科)场(拟于7月20日举
行)，两场高招会都将是全省参加
高校最全的高招会场次。

在6月26日举行的济南综合
场高招会上，将继续设置“双一
流”高校专区，这也将是全国各地
的“双一流”高校今年招生季在山
东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中亮相，各
学校的山东招生负责人将在现场
为考生解疑答惑。

此外，在高招会现场，山东大
学招办也将偕各二级学院集体亮
相，设立山东大学咨询专区。在军
事类院校专区，则将汇集在山东
开展招生的军事类院校。在省属

重点高校专区，山东师范大学、青
岛大学等山东省内重点高校都将
设立大型展位，静待考生到来；省
内外普通本科区域也将汇集省内
外的本科高校。留学区域则将汇
集各个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以及
海外留学项目。高职学校区域则
将有省内外重点高职学校参加，
对于想要报考“3+2”专本贯通专
业的考生以及想报考高职学校士
官生专业的考生来说，这将是唯
一集中咨询的机会。

计划于7月20日举行的高职
(专科)场高招会则主要是针对专
科考生举行的，省内有专科招生
计划的本科高校以及各高职院校
也将悉数参展，考生届时可以进
行咨询。

高招会将走进各市，

“家门口”面对面咨询

齐鲁晚报从2003年起举办的
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已经成为
山东历史最久。参加高校数量最
多的高考招生咨询会。为了方便
更多的考生就近咨询，2022年，山
东高考招生咨询会也将继续在全
省15市举行。在6月下旬和7月下
旬，拟举办37场高招会。

根据安排，6月26日，高招会
本科综合场除了在济南举行之
外，也将在济宁市奥体中心体育
场、潍坊国家农综区国际博览馆、
临沂商城实验学校(暂定)、菏泽
万达广场同步举行。

6月27日，高招会(综合场)
同时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7号
馆、枣庄万达广场、淄博、滨州
万达广场、东营西城万达广场、
聊城三中北校、德州银座广场、
日照华润万象汇、烟台华润万象
汇等地举行。

6月28日，高招会则将分别在

滕州万达广场、淄川SM城市广场
(暂定)、宁津一中(暂定)、海阳烟
台市中英文高级中学、威海万达
广场(暂定)等地举行。

7月下旬的高职(专科)场高
招会总计18场，将在7月15日到7
月21日期间在各地陆续举行。因
疫情防控等因素，个别场次的高
招会时间和地点可能会有所调
整，考生可微信搜索“壹点云高
招”小程序，组委会将在小程序中
实时更新场次安排情况。考生也
可下载齐鲁壹点App，在高考频
道关注最新消息。

此外，为了限制人流，济南场
高招会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入
场，家长需凭票入场，可在“壹点
云高招”小程序中在线购票。除济
南之外的其他场次高招会免费入
场，但所有考生及家长参加高招
会时都要遵循当地的疫情防控要
求。

37场线下高招会等你来，6月26日开启“家门口”咨询

数百家高校齐聚，高考志愿咨询一站解决

大学专业巡礼、线上集中咨询将轮番举行

这个六月，线上高招会帮你选个好大学
考得好，也得报得好。高考之后，考生和家长就要为填报志

愿做准备，研究学校、了解专业、学习高考录取政策。对考生和家
长来说，高考之后的6月和7月依然不轻松。从6月11日开始，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将开展高考招生线上融媒咨询月，从6月到7月，
为考生提供不间断的高考招生咨询服务。6月26日-6月30日，高
考成绩出炉后，将举办线上集中咨询活动，考生和家长可通过齐
鲁晚报官方微信号、“壹点云高招”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App等
渠道，在线上与心仪高校的招生负责人进行交流和咨询。

2022年高考志愿怎么填报，自己的分数能报哪个学校？2022
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将继续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自6月26日
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计划举办37场线下高考招生咨询会，邀
请国内及省内各层次院校参展，与考生及家长进行面对面交流。

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
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和深厚历
史积淀的军队院校，伴随我国“两弹
一星”、载人航天伟业不断发展壮大。
大学坐落于北京怀柔，是新一轮军队
院校调整改革后，全军“双重”(重点
院校、重点学科专业)院校、全军首批
国防科技创新特区工作站设站单位、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大学。这里
是我军高素质新型航天人才培养的
重要基地，是航天科技创新的前沿高
地，先后培养了以航天工程指挥长、
总师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走出
了我国第一代航天员和不少共和国
将军、师团职领导干部，培养了众多
航天指挥人才和工程技术骨干。

大学拥有一支以院士领衔、一大
批优秀名师、科技专家为骨干的高素

质师资队伍和创新团队。沈荣骏院
士、庄逢辰院士、杨元喜院士、欧阳晓
平院士在大学设立院士工作室，拥有
180余名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
员)，220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先后有40余人获何梁何利奖、中国航
天基金奖、中国科协“求是奖”，50余
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学校先后承担
千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和重点航天装备型号研制
等任务，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2项，获国家级和军队级教学成果奖
50余项，获国家级、军队级科技成果
奖440余项，申报知识产权500余项，多
项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

航天工程大学录取的普通高中毕
业生均为有军籍本科学员，学制为4年。
报考考生应选考物理，外语语种为英

语，按照报考军校流程进行政审、军检
(军检达到“其他专业合格”的军检标准
即可)。2022年学校在山东省的招生计划
请关注我校官方微信公众号“航天工
程大学”获取，也可通过“阳光高考”“军
校招生”“中国战略支援”等微信公众
号了解学校相关招生政策！
院校代码：91036
咨询电话：王老师010－66364774-802
企业微信：王老师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八一路1号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2018-2021年山东省高考录取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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