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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代表了考生的志向与
意愿，”国内著名高考升学研究
专家、优校教育创翼高考升学研
究院院长郭小川说，在专业选择
方面，首先要结合考生的兴趣爱
好来进行选择。

确定了兴趣爱好，便正式进
入志愿填报。怎样快速了解与选
择高校的“王牌”或“优势”专业？
对此，郭小川建议考生可通过教
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的
平台“阳光高考”进行查询。如
果该校有进入了国家基地班、卓

越人才培养计划、国家级特色专
业，或是办学历史较长的专业，以
及有“双一流”学科支撑的专业等
都属于该校的优势专业，考生可
以放心填选。同时，若有研究生
学历教育的大学，还可以通过查
询官方学科排名来得知相应支
撑本科专业是否较强。“此外，今
年还有不少所谓的‘爆款’专业
如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器
人工程、“一带一路”小语种等与
国家战略相关的专业，只要是考
生兴趣所在,也可以大胆报考。”

■天府早报记者 王小瑾
胡佳妮

四川省今年高考报
名人数达到62万人，创
历史新高，高考成绩将
于 6月 22 日向社会公
布，紧接着就是志愿填
报。高考志愿填报成为
高考后的头等大事，志
愿填报是个技术活儿，
考验学生，也考验家
长。考生对于学校与专
业选择的谨慎思考，毫
不亚于战高考期间的紧
张状态。到底在填报志
愿时应该注意哪些问
题？有哪些典型骗局需
要注意？今年的“爆款”
专业是否值得追随填
写？针对考生填报志愿
的系列问题，天府早报
邀请到国内著名高考升
学研究专家、优校教育
创翼高考升学研究院院
长郭小川和电子科技大
学招生处的赵鑫针对今
年志愿填报进行了专业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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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高考成绩今晚出炉，来看专家进行专业填报解读

选择服从“专业调剂”可减少退档风险
考虑兴趣爱好
大胆选择战略新兴产业专业

录取分数线的预估，是高考
志愿填报中的重要环节，它是决
定考生能否成功录取的关键因
素。“考生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
高考总分来与往年的学校录取
分进行比较，”郭小川告诉记者，
因为不同年份的高校录取分往
往会有高低变化，考生不仅需要
参考学校近3-5年来的录取分
数，同时还要学会计算出自己的
高考相对分与学校录取分以及
专业录取相对分作比较，才能作
出大致的判断。

不妨用这样一个简便、易学
又适用的办法来换算相对分，即
将自己的高考成绩减去当年的
省批次线分数所得值即为“高考

相对分”。高校的录取分数减去
当年的省批次线分数所得值则
为“学校录取相对分”，“近年专
业录取相对分”换算方法同理。
高考成绩相对分高出近年学校
或专业录取相对越多，则录取成
功几率越大。

郭小川还特别提醒考生，考
生在填报志愿时选择服从专业调
配十分有必要，“这可以减少退档
的风险。”如果有考生不能接受
的调配专业，在报考时可酌情选
择更换实力相当的院校。“考生
在填报志愿时，一定要详细了解
该校招生章程中的录取规则，比
如对视力、身高、单科成绩等的
要求一定注意，避免无效志愿。”

巧算录取概率
填报时选择服从专业调剂

平行志愿是否真的完全平
行？不用考虑先后顺序？填报
志愿时是否需要服从调剂？对
于一些志愿填报中的一些热点
问题，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处的赵
鑫老师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赵鑫表示，平行志愿有字母
标识的，检索即从A到B，再从B
到C，依此类推，这个排序就是检
索与投档的先后顺序。所以说
平行志愿并非真平行、完全平
行，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平行。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平行志
愿在总分相同的情况下，院校有自
己的优先录取原则，比如数语外总
分、某单科成绩等。“在平行志愿规

则下，强烈建议考生服从专业调
剂！因为平行志愿只投一次档，如
果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而被退
档，将批次录取，结果是很惨的。
所以，建议考生服从专业调剂。”

正确参考往年招生高校录
取平均分和位次

赵鑫告诉记者，高校录取统计
数据中，有最高分、平均分、最低
分、分数排名等数据。考生如果不
知道每年录取分数对应的全省市
排名，平均分相对更有参考价值。
在参考拟报高校往年的录取平均
分数线时，不能仅参考其前一年
的录取分数，而要综合分析该校
近三年的平均录取分数线。

只投一次档
平行志愿并不完全“平行”

考生和家长不妨参考“口
诀：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垫
一垫”。冲一冲：把有希望够得
着的理想学校作为A志愿；稳一
稳：把与自己成绩“门当户对”的
学校作为B志愿；保一保：把比
自己成绩稍低点的学校作为C
志愿；垫一垫：将D志愿学校作
为垫底学校。这样的话，几所学
校就形成了梯度配置顺序。不
过，要注意的是，“冲一冲”要慎
重，要有一定把握，而不是盲目
乱冲。

从往年实施平行志愿的地区
招生情况来看，很多学校录取的

最高分和最低分差距缩小了，热
门专业和优势专业可能出现“挤
爆”现象。赵鑫建议考生在具体
的志愿填报中，专业也要适当安
排梯度，更加重视专业冷热搭配，
拉开专业落差。如果首选学校，
要做好适当降低专业要求的准
备；如果首选专业，则要做好降低
对学校要求的准备。谨慎对待

“服从调剂”，考生如果确认“服从
调剂”，一方面可增加录取的机
会；另一方面极可能调剂录取的
学校和专业并不是你愿意就读的
学校和专业。因此，考生既要充
分重视，又要慎重对待。

专业冷热搭配
合理安排院校梯度和顺序

本科招生计划为5010名 设置多个实验班

部分川内高校招生计划

电子科技大学

2018 年教育部批准电
子科技大学本科招生计划
为5010名，其中1440名计划
将以“电子科技大学（沙河
校区）”的名称招收本科提
前批和一批次学生。与去
年相比，招生总计划数没有
发生大变化。

2018年，电科新成立了
6 个学院，分别是信息与通
信工程学院、电子科学与工

程学院、材料与能源学院、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光电
科学与工程学院、物理学
院 。 还 设 置 了 多 个 试 验
班。其中最具特色的主要
是以下五个：“成电英才计
划”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

“互联网＋”复合培养实验
班、经济管理试验班、生物
—信息复合培养实验班和
自动化。

全国计划招收本科生7003人，预科生458人西南民大

根据教育部、国家民委
的有关政策，该校普通本科
专业面向全国招收包括汉族
在内的各民族考生，其中少
数民族考生约占招生总数的

65%。根据生源情况，学校与
各省（区、市）招生主管部门
商定调档比例及其中的少数
民族考生比例。预科班只
招收少数民族考生。

全国计划招生7450名其中在川拟投1760名西南交通大学

今年，西南交通大学本
科招生专业66个，其中包括
14 个大类专业。南交通大
学在川设立 4 个招生代码，
包括成都校区、峨眉校区、
成都校区中外合作办学相
关专业、峨眉校区中外合作
办学。考生可以根据个人

高考成绩结合学校历年各
招生代码的录取分数选择
报考。另外，西南交通大学
今年首次在招生章程中明
确：实行平行志愿省份，第
一批次本科进档考生，专业
服从调剂、体检合格，学校
承诺不退档。

全国拟招本科学生8200名，专科学生1100名西华大学

今年西华大学一本批
次招生专业 48 个，一本批
次及不分批次招生省份扩
大 到 20 个 省（市 、自 治

区）。今年，西华大学在一
本批次及不分批次招生的
省份从去年的 13 个增加至
20个。

6月22日晚
普通高考各批次分数线、
分数段表公布、成绩查询

6月24日17时前
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

6月25日前

军校军检资格分数线公布

6月28日12点前
本科(含自主招生)志愿等
填报

6月28日
艺体生填报艺体本科、专
科志愿

7月5日
专科志愿填报结束7月-9
月录取

不要相信“内部关系”

骗局提醒>>>

每年的高考录取，都有
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实行诈
骗。“如果有人谎称有内部
关系可以入读某学校，一定
不要相信，”郭小川说道。
此外，不少考生在等待录取
通知书的期间，还会收到一
些提示“已被录取”等的虚
假信息。此时，考生需首先
确定自己是否填过该学校
的志愿，“目前高考录取没

有调剂学校一说，如果没有
报考是肯定不会收到该学
校的录取通知的。”此外，考
生还需通过正规渠道如官
方招生录取系统，查询自己
是否被成功录取。“从目前
的高校招生机制看,每个考
生都只能收到1份录取通知
书，如果有不法分子谎称可
以拿到多个大学通知书，一
定是骗局。”

7种高考成绩和录取信息查询方式

志愿填报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