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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规定，普通
类考生可填报不超过
80 个高校专业志愿，
艺体类考生可填报不超
过 30 个高校专业志
愿。普通类第一段按考
生总人数 20%比例划
定控制分数线577分。

据统计，考生填报

志愿普遍理性，第一段
中全省超过一半的考生
填满了80个高校专业
志愿。投档情况表明，
我省新高考首轮专业平
行志愿填报情况比较理
想，省内外高校生源总
体分布均衡合理，一段
考生志愿投档率高达

99.57%。未被投档的
极少数考生，其原因是
总体定位偏高，或只填
报了少数几个院校。

作为录取新变化及
亮点之一，浙江新高考
招生取消文理科和录取
批次，首次实行专业平
行志愿，此举有效地减

缓我省广大考生志愿填
报心理压力，解决了长
期困扰考生的专业和院
校难以兼顾、不能录取
到自己喜欢专业的纠结
问题，扩大了考生在录
取环节的选择权，并使
考生最大程度地“录其
所愿”。

日前，在市妇联举办
的一场有关女性社会组织
管理与发展的专题培训
上，近70位来自宁波各县
（市）区的女性社会组织负
责人齐聚一堂，畅谈工作
中的感悟。

据记者了解，在宁波，
截至2016年8月底，共有
1329 个成员以女性为主
或服务对象多为女性的社
会组织。眼下，这些“带头
大姐”正引领着女性社会
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

“半边天”的作用。

一 条 热 线 ，为
16000多人疏导心灵

徐燕萍是全球通知音
心理咨询热线的负责人。
从2004年起，这条由宁波
市妇联、宁波移动公司、宁
波晚报联合开通的公益心
理咨询热线已经营13年。

算一算账，数字惊人，
至今已为16000多名来电
者进行了心里疏导服务。
22名热线志愿者中，有5
名男性，其余的均为女性，
年龄多在四五十岁。“说我
们是一群知心大姐、知心
阿姨，都可以。”

“通过这么多年的实
践，我们觉得开办心理热
线是妇联延长工作手臂、
整合社会资源、更好地为
群众服务的有效途经。”徐
燕萍说，一条心理咨询热
线，真正把工作做到了群
众中去，搭建起了沟通民
心的彩虹桥。

养老、做青团、织
毛线都有人管

一身整齐的装裙，当海
曙区的10位女性社会组织
代表站上讲台喊出口号时，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集结了9家社会组织前来
取经的宁波市海曙区女性
社会组织促进中心负责人
罗红媛骄傲地告诉记者，作
为一家枢纽型社会组织，促
进中心旗下已有40家女性
社会组织，并且相互之间织
成了一个“朋友圈”，共同服
务辖区内的居民。

“龙观最美女主人工
作坊”的负责人任小赞同
时也是当地一名基层街道
工作者，她告诉记者，龙观
乡龙峰村共有村民六百余
人，其中失业在家的农村
妇女有三百余人，她们大
多生活在农村，收入来源

单一而微薄。而她们基本
都会做传统点心、糕点和
土特产，例如宁波人爱吃
的青团、灰汁团、雪团和米
鸭蛋等。“我就想着，怎样
把她们团结起来，发挥所
长，增加收入。”

任小赞说，除了这些
特色食品，这些农妇大多
还有一门传统手艺。“比
如，咱龙观乡有一个专门
的竹博物馆，她们除了会
制作与竹相关的农产品，
如烤毛笋、笋腐咸菜等，还
会编制各类竹制品。”在和
促进中心取得联系后，“龙
观最美女主人工作坊”很
快就成立了。它不仅契合
了乡村旅游的需要，也是
传统手艺的一种传承，更
是实实在在解决农村失业
妇女家庭增收问题的创业
手段。

五年投入1500万
元扶持助力

记者从市妇联获悉，
截至2016年8月底，我市
有 女 性 社 会 组 织 1329
个。虽然在数量上发展迅
猛，但是女性社会组织缺
乏专业人才，自身造血功
能不足，组织公益活动能
力亟待提升。针对这一现
状，去年以来，市妇联先后
4次向我市各级女性社会
组织购买妇女儿童家庭服
务项目，涉及购买资金近
300万元，100多家女性社
会组织踊跃参加项目的申
报，近30家女性社会组织
购买了市妇联推出的相关
服务项目。

据市妇联有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颁布的宁波市
妇 女 十 三 五 发 展 规 划
（2016年~2020年），把女性
社会组织培育项目列入了
规划的重点实事项目。十
三五”期间，我市将向女性
社会组织购买妇女儿童和
家 庭 服 务 项 目 资 金 达
1500万元以上，努力培育
一批结构合理、素质优良、
业务精湛的妇女儿童专业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组建
一批热心公益服务的志愿
者队伍，评选一批“最佳女
性社会组织”“最美社工”、

“最佳服务项目”，打造优
秀服务项目和品牌，促进
妇女儿童事业进一步发
展。

记 者 滕 华
通讯员 胡青蓝

昨日上午，浙江省
普通类第一段平行志愿
投档录取。今年是浙江
新高考试水第一年，志
愿填报由学校变为专
业，以往一本、二本、
三本院校被完全淡化。
昨天浙江省考试院公布
的录取分数显示，今年
宁波高校的招生出现了
新变化。另外，在新政
的引导下，今年每个学
校的各个专业今年都有
分数线。

记者从宁波大学了
解到，该校所有专业均
在一段线以上完成，录
取额满。

根据投档情况，宁波
大学各专业（类）投档分
前八的专业（类）分别为

英语（师范）、小学教育
（师范）、临床医学、师范
类（ 文 科 ）、会 计 学
（ACCA）、法政类、人文与
传媒类、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投档分均在600
分以上。宁波大学各专
业（类）总体均衡，专业最
高投档分为607分，最低
投档分为585分（含中外
合作专业），专业投挡分
差值仅为22分，综合性大
学特色及优势得以体现。

而在宁波诺丁汉大
学，国内本科高考招生
出现节节攀升的现象。
截至 7 月 16 日上午 10
点，宁诺2017年在浙江
省的录取工作顺利完成，
18个专业（类别）全部招
满，平均录取分为611分，

高出一段线34分。录取
分数线最高的三个专业
为数学、计算机和统计
学，分别在线上46分、45
分和43分。最低录取线
也达到594分。

在新高考中，专业特
色明显的高校、部分老二
本高校得到了考生更多
关注。今年宁波工程学
院、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在
往年没有一本计划的情
况下，今年都有学生报考
了他们的专业。宁波工
程学院、宁波大学科技学
院各有两个专业在一段
录取招生。其中宁波工
程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会计学专业投
档分分别为 579 分、577
分。宁波大学科技学院

软件工程、临床医学投档
分分别为618分、579分。

此外，记者从浙江大
学宁波理工学院和浙江
万里学院了解到，这两所
学校招生尚有剩余计
划。其中，根据浙大宁波
理工学院2017年公费招
生计划，学校建议普通类
位次号7.5万以内的考生
抓住捡漏机会，放在前10
个志愿大胆填报，7.5万名
之后的考生也可以冲
报。其中，公费招生专业
包括原一本招生专业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网络与新媒体、生物工
程；新增公费专业机械电
子工程、土木类。

记 者 李 臻
通讯员 胡 敏

各个专业都有分数线
宁波高校招生在新高考第一年有新变化

浙江新高考平行志愿昨日投档。随后出炉的各高校专业投档线，将在浙江省教育考试网(www.
zjzs.net)发布。

此前一周，浙江新高考已招录新生1.7万余名。其中，普通类提前院校1.3万名；艺术第一批及提
前院校约0.4万名，体育提前院校及特招生85名。按新高考招生录取进程，普通类平行志愿第一段在
昨日上午投档，艺术类第二批及体育类平行志愿第一段在昨晚投档。接下来，各高校将对本次投档考
生进行录取，考生可在7月18日登录上述网站查询录取状态。

选择志愿不纠结，首轮投档率超过99%

新高考招生专业投
档线，是某一高校某一
专业考生的投档最低
分，由计算机在专业平
行志愿投档后自然形
成。专业投档线的高低
取决于招生计划、考生
成绩和报考生源等多方
面因素。

决定投档分数线
高低的多种因素中，
招生计划数是非常重
要的因素，某些高校
专业招生量大，分数
线就会相应降低，反
之则会提升。因此，
看各高校专业投档线
时 要 与 招 生 计 划 结

合，不能把投档线与
高校综合实力简单挂
钩。今年首次新高考
招 生 ， 浙 大 、 浙 工
大、浙师大、宁大等
省内综合类高校，在
我省计划总数均超过
2000名，其中某些专
业 （类） 招生量动辄

数百人，超过多数高
校各专业计划总数。

需提醒的是，高
考总分相同的考生依
据位次、志愿顺序投
档。若考生总分上线
但位次或志愿序号未
达到，仍将无法被投
档到该专业。

与原高考不同，新
高考专业平行志愿扩大
了考生对专业的选择
权，不再设专业服从调
剂。原高考退档最主要
的原因“不服从专业调

剂而退档”现已不复存
在。但在投档后，退档
风险依然存在。若考生
的身体状况、单科成绩
等不符合院校招生章程
中公布的要求，还是有

可能会造成退档，但总
体上退档现象会大大减
少。

根据平行志愿投档
规则，考生每次填报的
志愿只有一次投档机

会，一旦被投到其中一
个志愿，其余志愿即同
步失效。若投档后被退
档，其他志愿也不能再
投，只能参加下一段志
愿填报和投档。

首轮专业平行志愿
投档录取后，剩余的高
校专业计划，我省于7
月19日在浙江省教育
考试网统一公布。考生
可在7月22日至23日，
填报普通类第二段、艺

术类第二批第二段和体
育类第二段志愿。

需要特别提醒的
是 ， 为 规 避 误 填 误
报、减少退档风险，
考生在填报后续志愿
时，须认真查看剩余

的高校专业计划、对
照高校章程规定的报
考 条 件 （如 身 体 条
件 、 单 科 成 绩 要 求
等），同时还需看清招
生高校性质、专业层
次（4年及以上学制为

本科，3年及以下学制
为专科）。此外，考生
必须保管好自己的志
愿填报密码，以防志
愿被篡改。

记 者 李 臻
通讯员 鲍夏超

正确看待专业投档分数线

投档机会增加，退档考生减少

下次志愿填报7月22日、23日

1300余个社会组织
由“带头大姐”掌家
我市五年将投入1500万元扶持

新高考平行志愿一段开始录取
高校专业投档线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