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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生注意 本科提前批今天填报志愿
省招考院提醒考生慎重选择是否服从调剂

本科提前批7所高校专业计划变更信息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变更内容

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 这三个专业不作为一个单独的院校志愿填
报，考生填报以上专业时可与该校其他专业
一并填报。

国际经济与贸易

特殊教育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工科试验班（力学类、机械类、能源动力类、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去掉“综合评价招生”说明，该专业属于本科
提前批普通类计划，非综合评价招生。

昆山杜克大学

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学)（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综合评价招生）

该校所有专业的学费，均变更为170000元/
年。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中外合作办学)
（全球健康学）（综合评价招生）

化学类(中外合作办学)（化学）（综合评价
招生）

数学类(中外合作办学)（数学与应用数学）
（综合评价招生）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环境
科学）（综合评价招生）
材料类(中外合作办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综合评价招生）
生物科学类(中外合作办学)（生物科学）

（综合评价招生）

杭州师范大学 书法学（美术类统考合格，使用校考成绩） 变更为：书法学（书法类校考成绩）

湖南师范大学

舞蹈学（舞蹈类承认其他高校校考成绩） 变更为：舞蹈学（舞蹈类校考成绩）

音乐表演（音乐类承认其他高校校考成绩） 变更为：音乐表演（音乐类校考成绩）

音乐学（师范类）（音乐类承认其他高校校
考成绩）

变更为：音乐学（师范类）（音乐类校考成绩）

音乐与舞蹈学类(中外合作办学)（音乐表
演）（音乐类承认其他高校校考成绩）

变更为：音乐与舞蹈学类(中外合作办学)
（音乐表演）（音乐类校考成绩）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英语单科成绩须达到90以
上）（美术类统考成绩）

原学费4500元/年，变更为：学费35000元/年

电影学（英语单科成绩须达到90以上）（文
学编导类统考成绩）

原学费4500元/年，变更为：学费35000元/年

西南交通大学 绘画（美术类统考合格，使用校考成绩） 新增专业

□记者 张鹏

生活日报6月27日讯 从6月
28日9点开始，山东高考生正式进
入高考志愿填报环节。28日填报文
理类、艺术类、体育类本科提前批
首次志愿，填报高水平运动员志
愿、民航飞行技术本科专业志愿，
填报春季高考技能拔尖人才志愿。
需要注意的是，提前批志愿的填报
时间只有28日这一天，截止时间为
28日17时，考生不要漏报。

三类公费生设置17个专业志愿

在提前批志愿中，普通文理类
本科提前批首次志愿设1个高校志
愿，每个高校志愿均设置6个专业
及1个专业服从调剂志愿。

值得注意的是，省属公费师范
生、省属公费医学生以及今年新增
的省属公费农科生也属于本科提
前批次，分别设置17个专业志愿及
1个专业服从调剂志愿，专业志愿
由“专业+定向就业市”构成，选择
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视为认同可以
调剂到报考高校的任何专业及其就
业市方向。与此同时，三类省属公费
生均设高校服从调剂志愿，选择服
从调剂的考生视为认同调剂高校
的任何专业及其就业市方向。

艺术类本科提前批首次志愿设
1个高校志愿、4个专业志愿及1个专
业服从调剂志愿。今年我省在公费
师范生中新增了艺术专业，艺术类

省属公费师范生志愿设置同文理类
省属公费师范生。今年新增的体育
类本科提前批，即为省属公费师范
生中新增的体育教育专业，首次志
愿设置同文理类省属公费师范生。

关于艺术类、体育类省属公费
师范生的志愿填报，省招考院特别
提醒，这两类志愿与提前批的其他
艺术类专业、普通文理等类别不能
兼报。同时，考生选择专业是否服
从调剂时要慎重，如果考生除了自
己选报的专业志愿外，能够接受其
他专业志愿，特别是偏远地市，可
以选择服从调剂；如果不能接受所
选志愿之外的专业志愿，就不要选
择专业服从调剂。

春季高考技能拔尖人才选报的
本科高校及专业设置1个高校志愿、4
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调剂志
愿，仅限经省招考院网站公示的技能
拔尖人才填报，考生可按春季高考本
科批院校、专业填报。需要注意的是，
考生志愿填报的专业类别须与考生
报名和考试的专业类别一致。

提前批7高校专业信息有变更

27日下午，省招考院还发布
公告，提前批志愿里的北京师范大
学、杭州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专业
信息有变更（详见右表）。变更的信
息包括招考方式、学费以及新增专
业等。其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视
觉传达设计、电影学两专业，在艺
术文科和理科类中均有。

毕业游提前点燃暑期游热度
暑期亲子游将迎高峰，研学滨海草原最热门

□记者 李培乐

生活日报6月27日讯 随着中
高考结束，不少毕业生选择用旅行
来纪念自己的青春，相关毕业旅游
产品的咨询和预订量持续高涨，提
前点燃了暑期旅游的热潮。而中小
学暑假也马上来临，暑期旅游旺季
随之而来，国内长线游进入预订高
峰期。据了解，暑期游一般品质较
高，加上大部分是去稀缺资源地方，
所以价格一般比平常高20-30%。

毕业游开闸 定制产品受关注

“等填完志愿后，我将和家人
一起去大西北，重走丝绸之路，宁
夏沙湖、西部影城、贺兰山岩画、沙
坡头、腾格里沙漠、西夏陵等‘大漠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上美景，
我已向往很久。”一位刚高考完的
济南毕业生小赵说，暑期她安排了
两场旅行，另一场是和同宿舍的同
学在西安的毕业旅行，希望为自己
的青春留下最好的回忆。记者了解
到，多家旅行社都推出了青春游、
研学游等旅游产品，以满足毕业生
的需求。

眼下的学生更加追求个性、自
由，更希望自己能主导旅行，对行
程路线、食宿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的
需求，定制化产品更能吸引他们。
另外，年轻人中广泛流行的抖音短
视频等带火了一大批国内旅游目
的地，如重庆、南京、西安、成都等
网红城市，也成为这个暑期毕业生
们的打卡胜地。情侣、闺蜜一同出
游，或者与家人一起度假，是毕业
旅游的主流方式。

暑期游价格比平常高两三成

山东人暑期出游喜欢去哪里
呢？记者从山东国信国际旅行社董
事长张晓国处了解到，目前，他们
旅行社接待的亲子游咨询和预订
非常多。“主要是亲子类和夏令营，
省内主要是研学类，以邹城、曲阜
为主；滨海像青岛、威海和蓬莱都
是热点。省外主要是草原风情类，
以内蒙古和新疆等地为主，以体验
别样风情为主。”张晓国说。

由于暑期旅游相对集中，而且
一些热点目的地旅游资源是稀缺
资源，一般就集中在夏季，所以暑
期游价格相对较高，“一般要增高
20%到30%，除了目的地的稀缺性
还有热点线路的机票价格上涨，加
上亲子游对安全舒适的要求相对
高，所以推高了价格。”

精品小团人气火爆

“今年深度游、小团游的比例
或将再度提升，同时，体验型旅游
产品会更受消费者青睐。”据途牛
旅游网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由于暑期国内大部分地
区天气较为炎热，新疆、内蒙古等
地众多优质草原将迎来年度最大
客流。以新疆为例，用户热衷的玩
法由去年人气较旺的北疆环线喀
纳斯8日游产品转变为10-12天的
喀纳斯伊犁环线产品，预订人次同
比增长近200%。

除了深度游线路，精品小团的
销量今年持续提升，10人左右的精
品小团销售火爆，并且人们对行程
中的酒店、用车等要求逐渐提高。
小团保证出游体验，同时还可提供
量身定制、舒适用车以及24小时管
家服务等，解决用户在出游过程中
的后顾之忧。

不少考生刚出考场就进练车场
高考生学车扎堆，这时候学车最划算
□记者 张敏

高考结束后，又有不少考生
从考场步入了练车场。记者走访
省城几所驾校，发现报名学车的
高考生有不小程度的增长，有的
驾校高考生占该校报名人数的
一半。有资深教练认为，高考生
此时学车各方面成本较低，有条
件学的尽量早学。

“还没玩又被要求学车”

“你别总在家里玩了，趁着
有时间去考个驾照吧，对你将来
有用。”近日，刚结束高考的小张
正准备和同学外出旅游，却被父
亲建议先把驾照考出来。

据小张介绍，父亲早就想让
他学车，但是年龄和时间都不允
许，一直等到今年高考结束，小
张才够年龄并且有了时间。“我
还没玩又被要求学车。”小张说，
这让他有些不情愿。

“孩子们刚高考完，再让他
们投入到另一场学习考试中确
实有些残酷。”近期，一位动员孩
子学车的家长认为，但是驾照属
于必备技能，还是早学比较好。
该家长认为，一旦孩子上了大
学，平常需要上课，寒暑假又需
要找单位实习或参与社会实践，
到时候再专门找时间学车可能
就不这么容易了。“而且孩子越
年轻反应越快。”该家长称，趁着
现在学车成本较低，还是应该狠
狠心，让孩子先把驾照考出来。

有的驾校高考生占一半

近日，在长途汽车站附近某
驾校，报名处的电话一直响个不

停。“都是预约暑假学车的，高考
生增长较快，能占到报名总数的
一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驾校也有针对高考生
的优惠。”工作人员介绍，只要高
考生携带准考证，就能获得“考
生大礼包”，各种打折下来，学费
能省近千元。

据该工作人员统计，去年同
期，暑期学车的报名学员中高考
生能占三成以上。而今年因为优
惠力度大，高考完一周内，报名
人数占比已经到了50%，后期随
着外出旅游的高考生回来，这个
比例可能还会增加。

据了解，对于给高考生报名
学车，有些家长比较着急，早在
高考前一个多月就和驾校联系
了。“有的考生高考完第二天就
自己学习科目一理论课。”该工
作人员称，这时候的高考生接受
能力强、记忆力和反应速度也
好，往往用不了几天就能进驾校
实际练车，真是实现了刚走出考
场又进练车场。

“现在考驾照已经成为年
轻人的标配。”一位从教多年的
张教练认为，从整个考驾照的
成本核算出发，他倾向于高考
生利用这段时间考驾照。

据张教练称，在高考结束
后，高考生暂时没了压力，利用
这段时间学车往往会事半功倍。
而从经济成本考虑，如果选择上
大学之后再学，往往是在大学所
在城市。如果是在北上广，学车
价格会远超济南，即使利用寒暑
假回来学车，也没了高考生所能
享有的价格优惠。还有从安全驾
龄考虑，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机
动车驾驶即使没有驾驶车辆上
路也算作有效安全驾龄，因此，
早一年学出驾照也就意味着能
多一年安全驾龄。“所以只要条
件允许的，还是建议早学。”张教
练称，但这还要以个人意愿为
主。 记者 张敏

建议

条件允许最好早学车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选择报名学车。 记者 张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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