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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平行志愿今起开报，仨志愿要拉开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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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志愿不代表没有风险。”业内

人士提醒广大考生 ,特别是中间分数段

的考生 ,填报仍有风险。去年，第二次志

愿填报后，就有4人落档，根本原因在于

平行志愿填报出现问题。

据了解，去年有考生虽然分数在500

分以上，但仅填报了省实验中学一所学

校，最终无奈落榜。这也就是说，如果考

生少填一个平行志愿，就可能减少一次

被投档机会。因此，应当尽量填满。

“但在选择学校志愿时，也要慎重，减少

随意性。”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考生要

准确定位、合理分配志愿，所填报的学校之

间保持一定梯度，按“冲、稳、保”的原则选择

一、二、三志愿学校，以提高志愿命中率。

□记者 朱紫瑛

生活日报7月14日讯 第一

轮志愿填报录取已经结束，市区

实际录取8021名指标生，30所高

中剩余10332个统招计划。去年

第一年高中录取实行平行志愿，

在第二轮录取结束后，市区普通

高中仅剩余742个招生计划。因

此，15日志愿填报对大部分考生

来说就显得尤其重要。

据悉，平行志愿虽然最大程

度保证了考生与家长的利益，但

也绝不意味着“零风险”。因此，

考生选择学校时一定要注意拉

开梯次,以免落档。

平行志愿咋回事？

分数高的志愿检索靠前

据悉，去年济南市普通高中

录取时首次使用平行志愿，此前

的传统录取形式为志愿优先，依

据分数。而实行平行志愿，彻底

改变了志愿优先的情况，改为分

数优先，遵循志愿。也就是说，分

数越高，志愿检索顺序越靠前。

举例来看，小明与小红两人

一个523分，一个524分，两人在

第一次填报志愿时都没被录取,
同时参加第二次志愿填报(平行

志愿),此时两人都要填报3所普

通高中。在投档时，根据分数优

先原则，小红率先进行志愿检

索，且按照小红的志愿填报顺

序，首先检索A志愿，如果A志愿

还有空余计划，那么小红投档到

A高中，B、C志愿将不再检索，

但如果A志愿没有空额，那么就

看B志愿，以此类推。

当524分的考生全部投档结

束后 ,才会轮到523分，也就是

说，此时小明才能进行志愿投

档。

学校志愿如何填？

理想学校尽量靠前放

14日下午，小刘一家仍在为

选择哪三所学校左右为难。“孩

子中考成绩489分，虽然此前通

过了济南一中的全科特长生测

试，但是第一志愿想填报历城一

中。”小刘的母亲告诉记者，根据

市教育局的相关要求，中考结束

后,参加特长生测试并取得测试

合格通知单的特长生,须在全市

第二次填报志愿时,将特长测试

合格的学校填报为第一志愿学

校。也就是说，如果未将济南一

中放在第一志愿填报，也就失去

了全科特长生降五分录取的机

会。而小刘的分数到底能不能稳

上历城一中，还是未知数。一旦

将济南一中放到第一志愿，加5
分投档，几乎可以确定能够被录

取，这也就错失了进入历城一中

的机会。

“由于检索是按考生填报的

志愿学校依次进行 ,所以 ,填报

时也要注意志愿学校的排列顺

序。”一热点初中初三班主任表

示，应当要尽可能将理想学校放

置首位，否则一旦被录取便不能

更改。因此，若小刘参考去年统

招线，根据自身分数与各校剩余

计划数，合理选择历城一中作为

理想学校。那么，完全可以将历

城一中放在第一志愿“冲一冲”，

但最终能否录取根本还是取决

于小刘的分数与学校剩余计划

数。

分数相同如何录？

分数相同录取机会均等

“如果几名考生分数一样,
但某所高中仅剩最后几个计划,
这几名考生中有部分考生第一

志愿填报该学校,且录完这部分

考生后该校计划已满,其他同分

考生如果在第二志愿报该校,还
能被该校录取吗？”有不少家长

与考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对此，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此类录取结果并不受影

响。

举例来说，假设516分考生

有3人,但此时山师附中仅有两

个空余计划,如果有两名考生第

一志愿填报了该校且被顺利录

取,剩下一名考生第一志愿填报

省实验中学,但最终由于省实验

计划已满,未被录取。该生第二

志愿也报考了山师附中,但附中

录完两名第一志愿报考该校的

同分考生后计划已满,那么，这

名第二志愿填报山师附中的考

生依然能够被录取。

换句话说，在录取时首先考

虑的是考生分数 ,只要分数一

样,录取机会是均等的。

考生报考免费师范生更愿意往沿海飞
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城市是青岛，烟日威报名也很火爆

□记者 王富晓

生活日报7月14日讯 今年

首次试点的免费师范生，因为大

学毕业后能够“带岗带编”，轻松

进入教师行业而颇受考生追捧。

在考生报志愿的时候，需要填报

“专业+城市”，所以，从录取分数

的高低，就能轻易地看出某个城

市的受欢迎程度。

14日，记者统计了山师大、

曲师大、青岛大学等几所高校的

录取情况发现，从地域来看，越

是沿海城市，录取分数线越高，

此外，东营、潍坊、济南也受考生

欢迎，而位于鲁西南的菏泽，通

常录取分数会垫底。

最高分超一本线102分

今年，我省首次实施免费师

范生招生试点工作，共安排山东

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青岛

大学、聊城大学、鲁东大学、临沂

大学、潍坊学院、泰山学院、齐鲁

师范学院9所省属高校招生，一

共有3000个招生计划。从提前批

首次志愿的投档来看，这3000个
计划爆满，并且轻松完成录取。

在这9所试点高校中，山师

大的投档情况可谓惊人。

今年，山师大公布的文科计

划招163人，理科计划招330人，

实际录取数与计划数持平。不

过，从投档情况看，该校免费师

范生计划报考火热，文科共1118
人档案被投出，理科有2949人投

出，远超招生计划数。

从山师大公布的录取情况

来看，文理共录取493名学生，投

档最低分文科543分，理科565
分，分别超文理一本线13分和28
分。与其他8所高校相比，山师大

录取分数遥遥领先，其中，文科

投出的最高分为599分，高出文

科一本线69分；理科投出的最高

分为639分，高出理科一本线102
分。

青岛大学的报考程度也非

常火爆，该校招收免费师范生

220人，其中文科计划140人，投

档数828人，录取最高分578分，

最低分520分；理科计划80人，投

档422人，录取最高分603分，最

低分517分。

沿海城市的录取线最高

与别的批次报志愿不同，免

费师范生因为报志愿的同时，就

要决定选择哪个专业，并且决定

以后去哪个城市工作，所以，“专

业+城市”的报志愿模式，也是首

次在填报志愿时出现，当然，最

终的录取分数线，就能反映考生

对哪个城市最为偏爱。

在这9所试点高校中，山师大

的专业设置最齐全，因此也最具

代表性。以数学与应用数学为例，

报考青岛的最低分是617分，其次

是日照611分，威海606分，烟台602
分。济南是596分，鲁西南的菏泽

是571分，德州最低为567分。而化

学专业，从录取分数由高到低排

列，分别是青岛607分，日照606分、

莱芜602分、烟台593分、潍坊593
分，排名靠后的是德州568分、聊

城567分、菏泽565分。

再以位于内陆的曲阜师范

大学为例，该校汉语言文学专

业，分数最高的分别是青岛、日

照、威海、东营，最低的则是滨

州、德州、聊城和菏泽；地理科学

专业，分数最高的分别是威海、

青岛、烟台和日照，最低的是济

宁、滨州和聊城。

记者统计分析，几乎每一个

专业，分数线位于前列的，都是

青岛、烟台、威海、日照这几个胶

东沿海城市，而位于垫底的，则

是滨州、德州、聊城和菏泽等，省

城济南的分数线，基本位于中游

偏上的位置。

平行志愿注意“冲稳保”

城市孩子报考比重远超想象
“从生源地来看，其实，还是有很

多城市里的孩子报考免费师范生的，

这一比重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一

所试点高校招办负责人告诉记者，尽

管城市孩子报考的总数不及农村孩

子多，但是，总体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对于免费师范生大热的原因，

这位招办负责人表示，如今教师行

业工资稳定，工作压力也相对不是

特别大，还有两个假期，这些都是非

常有吸引力的，并且还有事业编制，

对于普通的师范生来说，要想考进

去教师编制，这个激烈程度可想而

知，而今年试点的免费师范生，尽管

需要到农村学校工作6年，但是，既

保证岗位，又保证编制的做法，确实

具有非常大的诱惑力。

业内人士分析，在山东，无论是

沿海发达城市，还是包括潍坊、东营

等教育发达城市，甚至就连济南、泰

安、淄博等城市，大部分农村的学校

条件也都还不错，基本不会出现那

种类似于大山深处的偏远学校，因

此，对于许多学生来说，这样的条件

都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这也在很大

程度上导致了这一部分城市的免费

师范生录取线偏高，竞争会更加激

烈。 记者 王富晓

平行志愿录取流程

小明521分 志愿A 志愿B 志愿C

志愿A 志愿B 志愿C

A 是 否 还 有

剩余计划

录取（投档）

B 是 否 还 有

剩余计划

录取（投档）

C 是 否 还 有

剩余计划

录取（投档）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等待第三轮
志愿填报

免费师范生录取情况

山师大
文科计划招163人
投档最低分543分
超文一本线13分

理科计划招330人
投档最低分565分
超理一本线28分

山师大数学与应用数学

报考青岛的最低分是6 1 7
分，日照611分，威海606分，

烟台602分
济南是596分，菏泽是571
分，德州最低为567分

曲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

最高的分别是青岛、日照、

威海、东营，

最低的则是滨州、德州、聊

城和菏泽。

小红520分

小明此轮全部投档结
束后，小红才能进行志愿
投档。录取流程同上述小
明录取流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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