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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平行志愿一段开始录取
首轮投档率超过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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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类提前院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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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上投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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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一段考生志愿首轮投档率超过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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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正确看待专业投档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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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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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档机会增加，退档考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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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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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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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志愿填报在 7 月 22 日-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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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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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专业都有分数线

宁大一段线上完成录取
宁诺招生人数略微上调
本报讯（记者 李臻 通讯员 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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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宁波高校招生出现新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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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今年
在浙江省内的招生计划为 2275，其中普通类
平行志愿招生计划为 1523，比 2016 年增加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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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投档分为 5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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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宁波诺丁汉
大学在全国 29 个省（市、
区）招收本科生，与去
年 相 比 新 增 了 广 东 省 生 源 ，招 生 人 数 也 从
1652 略微上调到了 1806，其中浙江省增幅略
大，
以满足本省考生的需求。
截至昨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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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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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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