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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鹏

生活日报7月11日讯 11日晚，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发布今
年本科提前批缺额计划，据统计，今
年文理类本科提前批共297个缺额
计划、艺术类本科提前批共189个缺
额计划，共计486个缺额计划。

根据我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
生录取工作进程表，7月12日9时至
17时考生将填报文理类、艺术类、
体育类本科提前批、民航飞行技术
本科专业志愿征集志愿。

缺额计划较去年有所减少

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征集志
愿并不新鲜。在每批次第一轮投档
录取结束后，总会出现一些上线考
生未被录取和一些在本批次招生的
高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情况，针对
这种情况，各省(区、市)级招生考试
机构会通过一定渠道向社会公布高
校招生缺额计划，并组织该批次未
被录取的考生，按照缺额计划再次
填报本批次院校的志愿，这就是征
集志愿。

据了解，去年省招考院网站公
布的本科提前批缺额计划总数637
个，其中普通文理类有447个、艺术
类190个。今年7月11日晚，省招考院
网站公布了本科提前批征集计划，
其中，体育类本科提前批没有缺额
计划，普通文理类提前批共297个志
愿缺额计划，艺术文理类共189个缺
额志愿，共计486人，比去年减少了
151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史理工
类提前批297个志愿缺额计划中，以
理工类为主，还有241个缺额计划，
文史类共有56个缺额计划。

提前批征集志愿仅一次机会

按照录取工作安排，7月12日9
时至17时，考生填报文理类、艺术
类、体育类本科提前批征集志愿，
填报民航飞行技术本科专业志愿
征集志愿。由于提前批征集志愿只
有一次机会，时间也仅有今天一
天，考生要抓紧机会。

提前批征集志愿公布后，填报
征集志愿有哪些注意事项，成了不
少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问题。首先，
考生应先查询自己的录取结果之
后，再填报征集志愿。征集志愿阶
段，高校的录取分数未必会降低，
考生在填报征集志愿时，不能仅参
考高校正常录取阶段的录取分数。
一般情况下，考生很难搜集到高校
往年征集志愿录取分数情况，如有
需要可以致电高校咨询。

按照我省高招录取要求，文理
类本科提前批第一次征集志愿，仍
是仅限达到或超过我省首次确定
的本科普通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考生填报(文科505分，理科435
分)。普通文理类本科提前批设置1
次征集志愿和高校服从调剂志愿
(选择高校服从调剂的考生视为服
从调剂高校的任何专业安排)，高
校服从调剂志愿在征集志愿时填
报。征集志愿设1个高校志愿。

艺术类本科提前批设置1次征
集志愿。民航招收飞行学员本科设1
次征集志愿，填报1个高校志愿和1
个专业志愿。

省招考院提醒考生，必须在规
定时间内填报志愿，建议尽量早填
报，不要选择最后时刻填报，避免
因网络不畅等原因耽误填报。

禁左首日 高架桥匝道上没再压车
二环东路山大北路路口南北向直行不堵了，不过右转现拥堵
□首席记者 吴永功

生活日报7月11日讯 为缓
解济南高架桥下桥口拥堵问题，
交警又出大招：7月11日起对二
环东高架山大北下口的南北双
向禁止左转。11日禁左首日早高
峰，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原本常
态化的高架桥匝道压车问题得
到了解决，直行车辆一马平川。
而禁左引发的新问题，便是右转
弯车辆明显增多引发压车。

变化：直行车辆一马平川

7月11日早晨7:10，已经进入
早高峰的二环东路山大北路路
口，跟往日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即日起，该路口南北双向禁止左
转弯，只允许直行和右转弯，直
行信号灯配时达到了96秒之多。

考虑到部分司机对该路口
交通组织规则的新变化还不适
应，历城交警大队专门派出了
多名警力，在路口和附近的节
点路段人工疏导，指挥车辆按
照新的交通标志行驶。特别是
在靠近花园路和山大南路的调
头口处，还专门安排了警力进
行流量观测和交通指挥。

交通规则变了，这个路口的
路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记者在
现场看到，曾经早高峰常态化堵
车到高架桥匝道上的一幕消失

了，恰逢前方路口红灯状态，大量
直行的车辆排队等候信号灯。在
高架桥下桥匝道距离路口只有
181米的北口，原本存在了很多年
的2个左转车道替换为直行车道
后，排队准备直行的车队队尾，并
没有延续到下匝道上。很快，随着
南北信号灯变为绿灯，车辆立即
起步，路面很快就被净空。此时的
匝道和地面都显得空空荡荡，早
高峰时段出现这样的场景，过去
只有在春节期间才会出现。

问题：右转车辆出现拥堵

南北方向出奇得好走，有
车主甚至忍不住在微信朋友圈
炫耀：“今天早上太好走了，开车

从高架上下来，赶上绿灯，直接
开到了山大南路。”之前有车主
担心，禁左之后导致出行不方
便，不过从首日早高峰路况来
看，长期困扰该路口的拥堵问题
得到了极大缓解，特别是为南北
通行的车辆极大节省了时间。

东西方向的华龙路、山大
北路，在早高峰依然常态化压
车，车流与往日相比并没有出
现波动。历城交警大队民警邵
泉植介绍说，为了缓解该路口
插盘问题，近期通过优化东西
方向信号灯配时，推出了东西
方向错时放行的措施，东西方
向通行效率有了很大提高。

不过新的通行规则也引发
了新问题。7：40，记者在现场看

到，在该路口的北口，沿着二环
东路从北往西准备右转弯进入
山大北路的车辆，出现了大量压
车，排队长度最长超过200米。历
城交警大队副大队长王程强分
析说，右转弯车辆压车的主要原
因，是禁左之后部分车辆从前方
调头口调头折返，然后右转进入
山大北路，这是新交通通行规则
生效后，激发了大量右转弯的交
通需求，而这部分车辆在路口处
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导致出现
压车。

接下来，交警将及时出台
措施解决这个新问题，解决问
题的方向将会是减少南北方向
行人绿灯时间，将大量时间匀
出来让给右转车辆。

山东大学 护理学(综合评价招生)缺额7人
中国海洋大学 朝鲜语(综合评价招生)缺额3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俄语(综合评价招生)缺额4人
德州学院 学前教育(省属公费师范生)缺额6人
滨州学院 飞行技术 缺额8人
山东交通学院 航海技术、轮机工程两专业共缺额16人

●理工类

山东大学 旅游管理类、化学工程与工艺、机械类、护

理学等专业(均为综合评价招生)共缺额23人
中国海洋大学 数学类(综合评价招生)缺额5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勘查技术与工程、土木工程(均

为综合评价招生)共缺额5人
济南大学 物理学(省属公费师范生)缺额2人
滨州学院 飞行技术 缺额35人
山东交通学院 飞行技术 缺额10人
武警工程大学 法学等20个专业共缺额49人

●艺术类

山东大学 产品设计、音乐学(键盘器乐表演)两个专

业缺额12人
沈阳音乐学院 艺术史论等16个专业共缺额20人
青岛大学 音乐学(键盘方向)、音乐表演(招西洋管

弦方向)、音乐表演(键盘方向)三个专业

共缺额17人
枣庄学院 舞蹈学(省属公费师范生)

缺额16人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7月11日讯 11日，济南
市政协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
委会召开“黄河国家公园规划设计”专
家座谈会，推动“挖掘黄河文化，打造黄
河生态景观风貌带，助力携河发展”第
六专题“商量”成果转化落实。记者从活
动中了解到，黄河国家公园正在规划设
计论证中，初步规划在核心区建设一期
公园4公里长的“鹊华秋色园”，将成为
先行区和黄河之间的绿色门户，也为两
岸居民提供一个休闲好去处。

座谈会上公园设计单位美国SOM
公司技术专家介绍了项目规划编制进
展。据介绍，黄河在济南境内全段有183
公里，其中核心区有30公里，意在打造
一个流动的中央公园。而位于中央公园
核心的就是一期公园——— 鹊华秋色园，
长度4公里。这是受到“鹊华秋色图”中
所描绘的独特黄河景观的启发，鹊华公
园不仅是济南历史的缩影，也是济南未
来的摇篮。鹊华秋色园将成为先行区和
黄河之间的绿色门户，它将延续包括华
山、大明湖及泰山这一系列具有重要文
化意义的自然要素的开放空间系统。

据悉，4公里的“鹊华秋色园”又细
分规划了这几个公园：黄河湿地公园、
大堤森林公园、景观大道花卉公园、冯
塘村历史文化农业园、北城门户公园。

黄河核心区将
打造“鹊华秋色园”

禁止左转新规首日，右转弯车辆增多出现压车。 首席记者 吴永功 摄

通常情况下，若是被提前批录取，
考生可以在录取系统中查询到相应的
信息，而在志愿填报后到录取之间，共
有六种状态，分别代表不同的进度。

自由可投：一是表示该考生的档案
没有投出去；二是投出去后又被学校退
档，若被学校退档，考生可以看到最近
一次院校退档的理由，如“不服从专业
调剂”、“身体受限”等原因。

已经投档：表明考生电子档案已经
投给了院校，但院校还没下载考生电子
档案，考生要注意查询档案所投学校。

院校在阅：意味着院校已经下载了
投档信息，正在审阅考生的电子档案，
将根据招生章程公布的录取规则，确定

“预录取”或“预退档”考生名单，但尚未
确定是否正式录取。

预退档：表示院校按学校录取规则
录取时，对成绩偏低且不服从专业调剂
或体检、单科成绩等原因不能录取的考
生，做出“预退档”，即准备退档处理，并
已向主管部门提交“预退档”考生电子
档案等待录检审核。值得注意的是，处
于“院校在阅”和“预退档”状态时，如有
需要，高校或省主管部门可能会与考生
联系。因此，考生一定要留意自己在高
考报名时所留的联系方式是否畅通。

预录取：即院校对符合录取条件的考
生进行专业安排之后，已下载拟录取考生
名单及录取专业。处于“预录取”状态并不
表明正式被录取，须经省高考录取场录取
检查组审核通过后方为正式录取。

录取：“预录取”考生经省高考录取
场录检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变为“录
取”。处于“录取”状态的考生，恭喜你已
经被高校正式录取。

链接

高考录取六种状态代表啥
部分高校本科提前批缺额情况

●文史类

本科提前批缺额486个 还有公费师范生
今天9时至17时填报征集志愿，考生别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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