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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北京大学四川招生组
获悉，北京大学在四川的招生录取
工作全部完成，共有近150名学生
进入北大。四川大批高分考生踊
跃报考北京大学，其中包括理科
718分周川和文科663分陈嘉儀。
北大本一批理科录取分数线690
分，文科录取线642分。

中文系成热门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北大

在川的招生咨询与录取充分尊重
考生志愿，基础学科成为热门。
几乎全部本科一批次的考生都被
录取到了第一志愿专业，同时，在

所有批次中，都实现了专业志愿
零调剂。

考生在专业的选择上越来越
理性，大多考生能够对自己的未来
有较清晰的规划。中国语言文学
成为了最受文科生青睐的专业，全
省文科前十名的同学中，有四名选
择到北大中文系就读。同时，历史
学、哲学等过去一些人认为的“冷
门”学科也都“爆满”。

在理科高分考生中，数学、物
理和计算机最受欢迎。理科全省
高分周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到北
大数学学院就读，他说，“数学是
所有理工科中最基础、最重要的
学科，我要努力打好将来做研究

的根基”。今年四川理科前十名
的考生中，有四人选择了北大数
学学院。

与此同时，元培学院也非常受
欢迎，全方位、综合性、宽口径的博
雅人才培养模式和浓厚的人文氛
围、自由的选择空间最适合志向远
大、素质全面的四川考生。

多元选拔模式惠及考生
北大始终坚持科学合理、公平

公开的多元化人才选拔模式，包括
本科一批次统招录取、高校自主选
拔、高校专项、国家专项、提前批次
小语种和定向选拔、竞赛保送、特

长生选拔等多个渠道，很多考生从
中受益。

全省理科前一百名的考生
中，很大一部分都曾参加过北大
的博雅计划，这些学生一直以来
都具有浓厚的北大情结，大多从
高中入学就立志要进入北大就
读。

北大在四川也继续加大了
“筑梦计划”的选拔力度，共有14
名扶贫开发重点地区的学子圆梦
北大。为帮助考生了解北大的学
习生活，8月初，招生组同北大四
川校友会还将在成都举办“新生
欢送会“。

（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清华大学在川录取人数
将破190人

记者从清华大学四川招
生组获悉，今年清华大学在川
录取生源质量优异，高分段学
生报考涌跃，预计录取人数将
突破190人。本一批文科分数
线649分;理科一批次计划52
人，实际录取105人，687分以
上的学生全部保证第一专业
志愿录取，第一专业满足率
100%。

目前学校在川招生已近尾
声，本一批次、自主招生，保送
生，提起批，国家专项计划，和
清华美术学院录取人数 187
人，加上双学籍飞行员，录取人
数将破190人。

据了解，本批次今年继续
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模式。截至
目 前 ，本 批 次 执 行 计 划 70129
名，平行一志愿投档 69920 名，
计划满足率为 99.52%。相较去
年的计划满足率 99.48%，虽然
只上涨了 0.04%，但执行计划与
投档人数分别增加了 823 人与
976 人。投档后，文科 269 所次
院校投档满额，仅 3 所次院校
缺额 8 名；理科 386 所次院校投
档 满 额 ，仅 16 所 次 院 校 缺 额

324 名。
按照规定，平行志愿需按照

“位次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
的办法投档。根据平行志愿投档
规则，录取场在正式投档之前进
行了多次模拟投档，与本批次录
取院校就生源情况、调档比例、计
划调整进行了沟通和交互，保证
了招生院校充分了解生源情况，
确保高等院校能够录取到优秀的
人才。截至目前，共有123所次院
校增加计划1345名。

省控线本科一批：文科553 理科546
四川大学：理科635（护理学607、中外合作办学616）文科609

西南交通大学：理科621（峨眉山校区609、中外合作办学609）
文科593

电子科技大学：理科650 文科597

西南财经大学：理科628（中外合作办学609）文科599

西南民族大学：理科572 文科569

成都理工大学：理科589 文科566

西华大学：理科557 文科563

四川农业大学：理科584 文科578

四川师范大学：理科572 文科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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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称 调档线

我省本科一批院校调档线出炉：

川大文科609分理科635分
■天府早报记者 胡佳妮

7月19日，天府早报记
者从四川省录取场获悉，我
省今年本科一批录取工作
已于7月18日下午启动，备
受关注的本科一批院校的
录取调档线也正式出炉。
在理科方面，四川本科一批
院校调档线为四川大学635
分（护理学607分），电子科
技大学650分，西南财经大
学 628 分（中外合作办学
609分），西南交通大学621
分，成都理工大学589分，
西华大学557分，成都中医
药大学 575分等。在文科
方面，四川大学609分，电
子科技大学597分，西南财
经大学589分（中外合作办
学），西南交通大学584分
（峨眉校区就读），四川师范
大学569分。此外，北京大
学和清华大学分别以理科
690 分、687 分，文科 642
分、649分作为录取调档线。

据省录取场相关负责
人介绍，参加本科一批录取
的院校为教育部直属高校、
“211工程”建设高校、部省
共建的原部委属重点高校、
经核准参加本批录取的高
校和专业。今年参加我省
本批次录取的院校共 333
所（按代码文史类 272 所
次，理工类402所次）。

近150人进北大 中文专业成文科生最爱
四川高考录取进行时>>>

上涨0.04%
计划满足率达99.52%

就目前生源投放情况来看，
综合性大学依旧深受考生“追
捧”。国内名校、部委属高校和

“双一流”建设高校等重点本科院
校生源持续火爆。此外，今年还
有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军医大学、
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军医大学4所
军校首次在川招收无军籍的普通
类考生。从投档情况看，考生报
考积极性很高，投档分数也呈较
高态势，其调档线均超过600分。
其中，理科国防科技大学为 649
分，陆军军医大学608分、海军军
医大学626分、空军军医大学602
分。

与此同时，医学类院校报考

热度也高居不下，并继续保持较
高调档线，如复旦大学医学院、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医
学部、浙江大学医学院、首都医科
大学等。而考生报考地域去向总
体较为均衡，没有出现某些区域
院校有较大生源缺额。

另外，省录取场负责人特别
提醒考生，我省本一批未完成的
计划将实行公开征集志愿，根据
录取工作日程安排，本批次公开
征集志愿的时间为7月20日，请
符合条件未录取的考生及时在省
教育考试院网站、微信等官方渠
道上查阅相关通知，在规定的时
间内填报征集志愿。

生源充足
4所军事院校调档线超600分

省考试院提醒考生，我
省本一批未完成的计划将实
行公开征集志愿，根据录取
工作日程安排，本批次公开
征集志愿的时间为 7 月 20

日，请符合条件未录取的考
生及时在省教育考试院网
站、微信等官方渠道上查阅
相关通知，在规定的时间内
填报征集志愿。

本一批征集志愿今日进行

部分省内高校分数线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东北大学
吉林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河海大学

642
632
649
608
599
600
608
596
611
603
615
616
618
617
619
613
595
601
583
637
618
641
621
622
628
615
588
593

院校名称 调档线

普通高校在川招生
本科一批院校录取调档线

（部分）

普通高校在川招生
本科一批院校录取调档线

（部分）

提醒>>>

理科文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