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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二、三段的志愿怎么填报？需要特别注意什么问题？
自己的分数能上哪些学校？很多家长和考生都很焦虑。

7月16日，浙江万里学院将有场高招咨询会，上百所省
内外相关院校的招办老师将坐镇现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
一手报考信息，为您解疑答惑。同时，新航道雅思托福、新
东方前途出国、环球教育宁波学校、华通留学海派外语、新
东方留学考试学习中心、嘉明教育澳洲留学、朗阁&欧风教
育、新通教育、金吉列留学、宁俄留学、宁波亚特兰大留学等

多家机构也将在现场设摊，为考生提供咨询服务。
“我这个分数能上哪个学校？”几乎每个考生都会问这个

问题。记者采访多所高校招办老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建
议：考生可将有意向学校去年录取分数线和位次号作为重要
报考参考依据，尤其是考生报考时要重点参照去年的位次
号，因为每年的分数会有差别，但位次号差别不会太大。

需要注意的是，二段上线的考生人数会大于本科计划
数，所以二段线并不是以往的本科线，二段末尾的考生存在

一个选择冲进本科专业或者选择他们一些喜欢的专科专业
的问题。有关考生和家长需要对这个问题综合考量，所以
在平行志愿填报时，要把握好80个志愿填报梯度。

具体怎么把握好80个志愿填报梯度，有招生专家建议，在
用足考分的基础上，要和学生个性特点、就业方向联系起来，用
冲、稳、保分梯度填报志愿，也就是说其中的20-30个填报冲的
志愿，20-30个填报稳的志愿，另外20个填比较保守的志愿。

怎样更有效参加这场高招咨询会？有招生专家进行了

建议，目前各所院校都已经在网上公布了2019年普通高考
招生章程，对于选课科目的要求乃至其他限定条件等信息
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考生可以在参加咨询会前框选出一批
想要咨询的高校及专业，并通过网络了解意向院校及专业
的报考要求，剔除一批不能报考的专业，最大限度地提高咨
询针对性。同时，考生可以查询了解心仪院校的招生政策、
历年分数线位次号、招生计划等信息，并商量出一份问题清
单，带着问题到现场。 记者 李臻/文 张峰/摄

华通海派出国，浙江省
教育领军品牌，在宁波教育
领航人物吴东凯先生的带
领下，荟萃业内知名留学专
家智囊团，为宁波学子个性
化定制学习方案、规划人生
目标。已在世界各大核心
城市设置海外办公室，并与
全球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多所院校保持着良好
的合作关系。近二十年来
成功帮助9000多名宁波学
子入读美国TOP前30、英
国G5、澳洲八大、加拿大、
新加坡、日本、韩国、欧洲等
国及中国香港地区名校。

“海派学院”植根于宁
波出国留学领军品牌华通
海派，旨在培养兼具创新能
力与社会责任的未来领导
者，是基础教育与研究型高
等教育衔接的桥梁，中西方
精英教育的纽带。海派教
育荟萃长三角地区知名外
语教学专家，提供优质海外
留学语言培训（小龄段出国
预备/国际班应考/雅思/托
福/小托福/SAT 等国际课
程），致力于为有名校梦想
的学子，提供从名校游学考
察、考前培训、留学规划、行
前培训直至模拟课堂等一
站式留学咨询服务。帮助
青少年在基础教育阶段开
始完成“学生”到“学者”的
转变，引导大学生完成从

“学生”到“全人”的转变。
华通海派出国，将在本

周末（7月13日-14日）开展
留学主题咨询日活动。届
时，甬城金牌顾问、华通优
秀教师将为各位家长盘点
最新的留学咨询，为孩子制
定最周全的计划。

地址：药行街 42 号环
球中心B幢9楼
18268058916 余
老师

上周六，金吉列留学第58届48城海
外院校全国巡回招生面试会在宁波举行，
吸引了大量学生、家长现场参与。当日参
展的院校，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
的，还有宁波本地开放度较高的高等学
府。

活动现场，发布了“美国金鹏计划”
“韩国本科名校直通车”等一系列新的留
学产品，令学生、家长眼前一亮。产品总
体细分度更高，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多元
需求。

除了新品发布，常规服务依然暖心。
活动中，不仅有雅思、托福、SAT、小语种
等的现场测评，帮助受测者进行语言水平
定位，有暑期实习项目特别面试推荐，还
有高考全球志愿填报和留学专家面对面
咨询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甚至邀请到了原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教育组长、参赞袁
东，原中国驻美国休斯顿总领馆教育领事
李振平到场，为市民带来了精彩的公益讲
座。

袁东教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经济与管理专业，获博士学位。他不仅深
谙中国教育国情，还对美国教育事业及知
名院校有深入的了解，拥有丰富的教育资
源。在美工作期间，他出访众多知名顶级
大学，熟悉海外院校情况，积累了大量海
外教育经验。

在讲座前，记者对袁东教授进行了采
访。袁教授说，宁波历史文化悠久，人杰
地灵。一直以来，宁波市民都十分重视孩
子的教育。随着教育观念不断更新，越来
越多的宁波家长将教育高水平国家和地
区列入孩子留学的目的地。

“中外教育相比，各有千秋。”袁教授
称，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不断提
高，但从全球视野来看，人文社科类的教
育与全国最顶级的学校相比，还是存在一
定差距。他认为，出国留学给了中国孩子
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优质教育资源的机
会。不过，随着近年来走这条路的人越来
越多，竞争也日趋激烈。

他指出，撇开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
有出国意向的学生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人
生规划和职业教育，并且要借助互联网，
用科学方法为自己建立综合性强的思维
体系。换句话说，学生一定要关心社会，
关心发展，关心与“大环境”相关的属于自
己的，独特的未来。

现场，一名姓张的学生领了大量资
料，除了留意自己的出国留学信息，他还
帮远在杭州读书的同学打探消息。“还挺
有用的吧，短时间能获得大量留学信息，
效率高，平行比对方便。”张同学称。

记者 徐叶/文 张峰/摄

二、三段志愿怎么填？
7月16日万里学院有场高招咨询会等着你

新航道浙江学校2019年暑假
班第二期于 7月 8日火爆开班！
上千名学子从新航道开始踏入逐
梦的旅程。

多班型 各类班型齐头并行，
真正实现了根据学员需求，进行
个性化、定制化学习。无论你认
为大班性价比最高、小班氛围更
好还是一对一最高效，你都能在
新航道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课程阶
段和班型！老师谆谆教授，助教
细心辅导，只为了帮助学员们实
现真正的高能高分。

多校区 暑期提升黄金期，是
每一位在校学子都不想错过的机
会。新航道凭借多年的良好口
碑，每回暑假班都会出现——多
校区各教室爆满的火热场景。但
任何原因都不会是我们松懈的借
口，即使是高强度的暑假班，每位
老师、助教、工作人员，也依然是
每日都绷紧神经，时刻注意自己
是否为学员展现了最好的一面，
是否拿出了100%的诚意！

封闭班 谁说学习不能快乐
无负担？新航道封闭学院就是对

“苦行僧”似学习方式的有力反
驳！为满足不同学员需求，新航
道特设各类班型，封闭学院就是
专为从外地赶赴来学习的同学设
置。专心投入学习，无需负担其
他繁杂事务！奋斗成就梦想，从
来都不止是一句口号，而是新航
道和新航道多年以来各期学员们
最真实的概括和注解。

新航道宁波学校是集团一级
分校，经过10年发展，目前已经成
为宁波最大的出国考试培训机构
之一。宁波分校目前拥有教学面
积超4000平米，校区设立有月湖
雅思校区、月湖北美校区、优加青
少英语、鼓楼校区。包括雅思中
心一部、雅思中心二部、北美培训
中心、精英学院、腾飞学院及美国
中高考学习中心。

2018年度，新航道雅思7分及
以上高分学员共有1802名，雅思
总分8分及以上36名，雅思总分
7.5分及以上402名，雅思单科满
分9分360名。托福100分及以上
学员共有663名，其中76名托福总
分110分以上，249名托福单科满
分。SAT总分 1500以上 32名，
1400以上65名，61名单科满分。

2019新航道暑假班火热开展
中，多班型同时推进、各阶段完美
衔接。欢迎各位新同学的到来，
用努力的汗水闪耀这个夏天！

错过了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小
伙伴，你还有机会！7月15日，暑
假班第三期即将开班，我们期待着
你。

识别二维码，
即可预约咨询。

13588115881
沈老师

新通教育隶属于浙江新通留学有限公
司，创立于1996年。从创立之初就植根中
国，积极拓展全球优质教育资源，以“提升
中国学子全球竞争力”为使命，构建满足中
国中高收入家庭教育国际化、财富国际化、
生活国际化的服务链。经过20多年持续
高速发展，新通已成长为中国领先的国际
化教育集团，核心业务涵盖游学、语培、国
际课程、留学规划、海外投资、K12学科辅
导等领域。在国内30多个经济发达城市
及海外设有分支机构。

赢在理念 做中国优秀的国际化教育
集团，全面提升中国学子全球竞争力，在新
通，每个顾问都首先是个教育规划者，持续
为客户创造全球学习和发展的机会，是新
通的使命所在。

赢在全面 从提供教育规划到提供教
育产品，学生国际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步，
新通都想到、做到。

赢在口碑 二十多年诚信、专业、高效
的工作赢得国内外媒体、合作伙伴和客户
的高度认同。

赢在规模 浙江新通留学有限公司在
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南京、成都、
宁波、温州、武汉、西安、合肥、苏州、重庆、
大连、天津、长春、太原、青岛、郑州、南昌、
沈阳、济南、长沙、厦门等中国经济发展的
核心城市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等国家已创建30家分支机构，服务网络
遍布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和世界主要发达国
家，以教育和服务为中心，全力帮助中国学
子提升全球竞争力。

新通教育自成立以来，经过23年的蓬
勃发展，连续多年获得“中国教育集团十大
品牌”、“中国十大品牌留学服务机构”等称
号。30+家分公司及海外办事处、60%名师
具有海外留学经历、2000+学子在2018年
从 新 通 出 发 进 入 世 界 TOP100 院 校 、
10000+录取通知书在 2018 年从世界各地
飞向新通学子、70%名师从业超过 5 年、
5000000+元的奖学金是 2018 年新通帮助
学子们实现的又一个新可能。

在国际上，新通教育获英国大使馆“创
意之巅”大奖，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唯一获奖
机构，在2013年更是获得美国招生国际委
员会的认证。20多年来，新通教育为万千
学子保驾护航，截止 2018 年，新通学员已
逾1000多万，出国率高达97%，全国每5个
出国学员中，就有1个来自新通。

新通教育宁波分公司作为宁波地区培
训留学行业的先锋部队，成立于 2001 年，
整体规模大，综合实力强。与全球30多个
国家2000多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为中
国学生提供语言培训、求学咨询、国内预科
学习、留学方案规划、入学及签证申请、行
前安全教育、海外延续服务、毕业求职指
导、移民定居360°全方位教育服务。

0574—87076033

环球教育（Global
Education）品牌创立于
1997年，专注于为中国
学子提供雅思、托福、
SAT等出国语言培训、
留学咨询及相关配套服
务。旗下拥有60余家直
营教学中心，遍布中国
16个城市，累计为六十
余万名学员提供专业、
多元的教育服务。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壮大，环
球教育目前已构建了包
含语言培训、出国咨询、
国际课程、游学考察、在
线课程等在内的教育生
态圈。

2017年，环球教育
成为朴新教育科技集团
的一员，这为环球教育
更快、更全面的成长奠
定了坚实基础。

参加活动的同学可
享受以下优惠项目：2小
时正课免费试听，免费
模考一次，凭高考准考
证报名课程减500元。

环球教育宁波学校
成立于2011年，目前有
两个校区，成立至今已
有7000多名学员。

海曙校区：宁波市
海曙区日新街 105 号亿
彩购物中心3楼-25

0574—27889388
鄞州校区：天童北

路1107号汇亚国际403
0574—28858158

环球教育
为你奠定坚实基础

澳大利亚海湾国际学
院是由澳大利亚政府批准、
并可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招收海外学生的专科院
校。学校所有课程均已在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注册登
记，毕业证及文凭得到中澳
两国政府的官方认可。

学院坐落于繁华市中
心与悉尼东海岸之间，8分
钟便可到达悉尼CBD心脏
地带，交通极其便利，对国
际学生来说，海湾国际学院
就是第一个理想家园，极甚
安全且富有激情。

学院办学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学科门类齐
全、师资力量雄厚，科研特
色鲜明、创新氛围浓郁，校
园环境优美、办学条件一
流。

无需雅思成绩，学院视
频面试、进行内测，根据学
生的具体情况安排语言课
程，学院配备了最新的科技
教学设备、教室宽敞明亮，
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就学环
境。学院开设的课程有基
础英语(初级与中级)、商业
证书 IV、酒店管理四级证
书、酒店管理学位、领导及
管理学位、护理、西厨、幼
教、信息管理等专业。

学生们在海湾国际毕
业后可以直接申请澳大利
亚四星大学本科，学院与澳
洲五星大学悉尼大学等均
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学生们在直申澳大利
亚本科的同时，也可直接申
请移民类课程,毕业后走技
术移民路线。移民专业:西
厨、酒店管理、护理、幼教、
信息管理。

如果学生们想要就业，
学院也可以帮助学生安排
实习工作的机会，直接与用
工单位无缝对接。注:澳洲
被誉为“打工者的天堂”，工
资较高。同学们完全可以
利用周末时间来打工，以满
足自己学习、生活所需要的
费用。

地址：宁波市和丰创意
广场丰庭楼14层

15858088010

朗阁教育作为中国颇具影
响力、富有知名度的教育培训
品牌之一，始终以帮助学员获
得更好的教学体验和高分成绩
为己任。

今天，朗阁教育旗下拥有
深耕雅思、新托福、新SAT等
海外语言学术考试培训多年的
朗阁教育、提供美国留学考试
培训及个性化留美解决方案的
智美教育、专注于德法西意等
欧系语言定制培训课程的欧风
教育、专注日韩语纯正之道的
日韩道以及提供雅思托福线上
教育的朗阁在线五大知名教育
品牌。同时，朗阁还经中国教
育部批准，拥有正规留学中介
资质，实现培训与留学一体化
服务。

朗阁培训中心，作为朗阁
教育旗下的英语教育旗舰品
牌，成立于1999年，总部位于
上海。宁波中心成立于2004
年，迄今已在宁波扎根了 14
年。拥有海外全球事业，专注
于高端留学多年，开发出独特
的海外名校申请、规划及培训
项目，以及国际就业指导和回
国孵化等一条龙服务。

宁波中心还举办多次“中
国雅思年会”，另中心汇集了数
位优秀雅思、新托福、口语等语
言教育专家；高效率地帮助考
生在雅思、新托福、口语领域达
到理想高分，成为英语培训领
域的领军品牌。

作为一家教育机构，宁波
朗阁教育培训中心在教学研
发、教学服务、教学标准等方
面，都当之无愧地成为教育培
训行业的领军企业。

未来，宁波朗阁教育培训
中心也将一如既往地秉承“提
升自我、提升他人、提升社会价
值”的企业使命，不断学习进
取，努力地服务广大考生、家
长，打造让大家一直信赖的培
训品牌。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药行
街42号银亿环球B座6—3

宁俄留学是一家专业
从事俄罗斯及其他俄语国
家（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
克斯坦）留学服务的教育咨
询机构，隶属于江苏阿辽沙
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股权代
码：692015），始于2012年，
致力于为中国输送更多的
优秀学子去往俄语国家高
等院校留学深造，为中国培
养更多的高端复合型俄语
人才、为推广中俄两国文化
交流、响应“一带一路”号
召、和中俄友好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发展做一己贡献。
机构成立数年来，成功为俄
罗斯高等院校做过上百起
自费、公费留学案例，名校
录取几率高达90%以上，现
已拥有专业的国内外留学
服务团队，是一个可以为中
国留学生提供专业咨询、名
校申请、境外服务、全程指
导的一站式服务机构。

为什么说俄罗斯留
学，是最具性价比的留学
之路？

好：全球一流高等教
育学院；多：文理工艺医，
专业选择多；高：专业申
请，名校录取几率高；简：
无需高考成绩，办学手续
简便；省：总开销低至5-8
万/年，留学成本省；广：覆
盖15个一带一路国家，就
业前景广。

机构负责人 Victor
谢，毕业于俄罗斯人民友谊
大学，语言学学士、管理学
硕士，俄罗斯各大高校合作
招生代表，白俄罗斯国立大
学官方招生机构代表。

地址：宁波商会国贸
中心B座601

18058261611

尊重个性，发掘引导。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亚特兰大留学考察每个学生
的年龄、性格、家庭、学业，为
每个学生量体裁衣，发掘学生
身上独特的闪光点，找到最适
合自己的专业与院校。我们
坚信没有一个学生是流水线
作品，每个人都充满自己的独
特性。这个世界从不缺少高
分的学生，我们的野心不止将
每一个有着留学梦的孩子送
出国，更在让每个孩子发现自
己的无限潜力和可能性。

服务周全，跟踪到底。
亚特兰大留学工作室是

集留学规划、文书指导、背景
提升、院校申请为一体的新
生代服务机构。申请留学的
过程是冗长枯燥的，你甚至
会怀疑自己是否走在正确的
道路上、你的坚持和等待是
否值得。不要害怕，我们会
陪你走完全程。在服务周期
内，申请团队会紧密关注学
生在语言、成绩、文书等各方
面的细节，与学生、家长保持
沟通沟通，及时解决申请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中外合璧，团队专业。
核心成员均毕业于英国

华威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英
国约克大学，滑铁卢大学等
海外名校，具有丰富的院校
申请实战经验和海外生活经
验。海外智库成员是来自全
美前50所大学、全英前20
所大学的前招生官，为学生
提供针对性的专业意见。

不为市场妥协
只为效果服务
亚特兰大坚持该坚持

的，在留学服务上绝不向市
场和外界的喧嚣妥协。我们
坚持跟踪每个孩子的发展，
定制独一无二的留学方案，
为每个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文
书展示自我，寻找合适的实
习机会助力实力提升。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鼓
楼街道恒隆中心19G

17721440311

2019 高考志愿填
报和录取正在进行中。
普通类二段考生的志愿
填报将在7月 23日 8：
30—7 月 24 日 17：30
进行。三段考生志愿将
在8月3日8：30—8月
4日17：30进行。

又到一年“出国时”
面对面“较量”还不够
原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参赞揭秘留学趋势

上千名学子从新航道
开始踏入逐梦的旅程

新通教育
留学服务行业领军品牌

新东方宁波前途
7月活动精彩纷呈
加拿大大学展13日点燃甬城

一带一路，俄语开路
宁俄留学，工薪首选

华通海派出国
海外升学领航品牌
扎根服务宁波学子二十年
个性化定制海外升学计划

亚特兰大留学
品质之选，留学无忧

澳大利亚海湾国际学院
无需雅思 专本连读 技术移民

宁波朗阁教育
培训中心值得信赖

7月13日（周六13:30）CA Elite 加
拿大大学巡展在来福士广场办公楼15层
前途大厅举行。

本次巡展亮点不断，现场量身定制高
考后留学方案，高考后快速提升雅思方
案，加拿大名校到访交流申请重点，加拿
大海归分享留学经验。

特邀讲座嘉宾：于颖 留学考试中心
优秀教师，英国拉夫堡大学 Marketing
专业硕士，英语专业八级证书，BEC中级
证书；李昕琳 Charlotte 纳维国际市场
研究员,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商学院王牌
专业金融大四学生，GPA3.3高分学霸，
对于加拿大申请与留学生生活有自己的
独特见解；李又男 Paul Li 宁波新东方
前途出国加拿大部资深留学顾问，加拿大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商科毕业，享12000
加币奖学金入学。

加拿大来访院校：特伦特大学，新斯
科舍艺术与设计大学，圣文森特山大学，
范莎学院，新斯科舍省社区学院，新布伦
瑞克省社区学院，布鲁克大学，布雷舍尔
大学学院，西门菲莎大学SFU一菲莎国
际学院FIC，曼尼托巴
大学Uof M一曼尼托
巴国际学院ICM。

如果你想要参与上
述活动，欢迎扫描右方
二维码报名参与哦。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由 1993 年 11
月16日成立的北京新东方学校发展壮大
而来，目前集团以语言培训为核心，是一
家集教育培训、教育产品研发、教育服务
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教育科技集团。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于 2006 年 9 月 7 日
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
国大陆首家海外上市的教育培训机构。

26 年教育培训经验，累计学员 1600
万人，各种班型，为学员量身定制，超
2000 万学员共同见证，新东方您身边真
正的学习培训专家。是中国教育培训著
名品牌,校区遍布宁波,领先的教育培训
理念,优秀的教师培训队伍,提供专业、全
面、优质的雅思培训、托福培训、新概念英
语培训。

目前，学校提供百余项培训项目，其
中留学考试涵盖：TOEFL、IELTS、GRE、
GMAT、LSAT、SAT、ACT、SSAT、A-
LEVEL；大学考试涵盖：四六级、考研英
语、考研数学、考研政治、考博英语；英语
能力及成人英语培训：职称英语、成人英
语三级、新概念英语、英语语法、听力口语
系列、语音速成、听力强化、高级口译、翻
译认证等。

来福士校区：江北区中马街道来福士
办公楼15L

万达校区：鄞州区四明中路1008号5
层（万达1号门对面）

巴丽新地校区：鄞州区钱湖北路555
号（巴丽新地大厦4L）

天一校区：海曙
区中山东路 81 号 3L
（宜必思酒店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