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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志愿、征集志愿是什么意思？填报要注意什么？

教育部权威答疑“志愿填报”
平行志愿存在四大“风险”，考生需注意

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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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在即 ， 填报志愿也成为家长和考生们眼下关心的问
题 。 平行志愿 、征集志愿 、调剂 …… 许多家长对这些词汇都不太
了解 。 日前 ，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问答形式 “答家长问 ”，
就平行志愿 、高分落榜等情形进行了解答 。

【关键词：平行志愿】
四种填报风险需注意

问 ：“平行志愿 ”是怎么回事 ？
首先，现行录取体制是提档比例
答 ：所谓平行志愿，是指采用平 在 100%—120%之间，投档人数多

行志愿录取投档，考生在同一位置所 于录取人数。如某高校提档比例为
选的 A、B、C、D等志愿之间是平行 102%，则被提档的 100名考生中，肯
关系。即改以往的“志愿优先”为“分 定有 2人面临退档风险，分数越接近
数优先”，将达到批次录取最低控制 投档线的考生风险越大。（假设学校
分数线的考生，按考生成绩从高分到 不增加计划）考生一旦被退档，由于
低分的顺序，由计算机对每个考生所 平行志愿实行一轮投档，不补充投
填报的平行院校志愿，依次检索。 档，被退档考生只能参加该批次征求
举例而言，假设第一志愿里设有 志愿和降分征求志愿投档。有的省试
A、B、C、D四个平行院校志愿。考生 行平行志愿 100%的投档，还有一些
依次填报后，录取时首先将考生档案 高校承诺提档不退档，这些都降低了
投到考生填报的 A学校；如成绩不 考生被退档的风险。
够，则将考生档案投到 B学校；若符
其次，由于考生对自身实力估计
合 B院校的投档条件，就不再向 C 过高，高考成绩未能达到填报的所有
和 D院校投档。在这个过程中，考生 平行志愿高校的投档线，根本不会被
不会因为将 B学校放在了志愿填报 投档，录取与否也就无从谈起。
的第二位置而受到 B学校的“歧视”， 其三，考生虽然达到了学校的投
而是和其他在第一位置填报 B学校 档分，却没有达到所报的专业分，而
的考生一样竞争，达到投档线就可以 又不服从专业调剂，那么依然不能被
顺利投档。依此类推，只要被检索的 录取，而同时其他几个平行校的投档
院校中出现符合投档条件的院校，即 已经结束，考生依然有落选的风险。
向该校投档。
其四，各平行志愿高校间没有梯
问 ：平行志愿有哪些风险 ？
度，投档成功率会下降。
答 ： 相对顺序志愿填报方式而
目前已经发生的考生投档后被
言，平行志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志 退档的理由，主要是高考总分低、专
愿填报风险，但平行志愿同样存在一 业不服从调剂、单科成绩不符合要
定的风险。
求、体检不合格等。

平行志愿讲究 “分数优先 ”。 （资料图片 ）
问 ：如何减少征集志愿填报的撞 地；并注意体检结果避开限报专业；
车现象 ？
第三，特别注意有的学校招生“大小
答 ：首先，考生应“量体裁衣”，根 年”现象，详细分析近年录取资料；四

据自己平时成绩、模拟成绩的位次， 是注意预报志愿后，考区、中学反馈
对照往年各学校专业录取分数情况、 的信息，如果出现扎堆现象，需要调
位次情况；其次要注意填报时留有余 整所报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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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批次】

前批次未取无关后续录取

热门学校专业相结合，省内与省外
院校相结合，避开体检结果所限学
校、专业，各批次学校志愿、专业志
愿填满，尽量服从专业调剂。
问 ：考生如何避免被退档 ？
答 ： 高校退档的主要理由有总
分偏低、单科成绩低、身体条件受
限、专业不服从调剂等。
为避免退档，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了解院校信息，特别是招生章
程、近几年招生录取分数情况；二是
量力而行，切忌好高骛远，选报志愿
留有余地，参考各校专业录取的平均
分、位次；三是严格对照《高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相关条款，选报志
愿要避开不予录取的专业；四是选择
专业面要宽，尽量服从专业调剂。

【关键词：调剂】

5 部分专业
不填报不能调剂

问 ：同意调剂专业是什么含义 ？
是否会被调到该校未在本省投放计
划的专业 ？
答 ： 由于考生填报专业志愿不

均衡，专业录取生源冷热不均，有的
专业出现计划空额，有的专业考生
爆满。高校为完成国家招生计划，需
要将志愿专业落选考生调拨到招生
不满的专业。所以填报志愿时设计
了“服从专业调剂”栏，由考生选择。
“服从专业调剂”意味着该院校在本
省该批招生的任何专业都可被录
院，所发文凭是独立学院自身的，办 的，前一批次未被录取，不会影响后 取，但不会被调到该校未在本省投
学质量也不同。请关注招生院校的名 一批次志愿的录取。
放计划的专业。
问：什么叫“只招有专业志愿考生”？
答 ：“ 只招有专业志愿考生”是
4
指学校某一专业只招收填报本专业
院校专业
“门槛”
都要注意
志愿的考生，不招收未填该专业志
2
避免出现“扎堆”落选
问 ： 如何避免 “ 高分低录 ” 甚至
答 ：应坚持以下原则：找准自己 愿的。即使考生“服从专业调剂”，也
的位置，所填志愿拉开档次，冷门与 不会被调剂到这些专业。记者 邵伟
问 ：何谓征集志愿 ？ 填报时注意 及时了解省级高招办公布尚未完成 “高分落榜 ”？
什么?
招生计划院校的余缺信息，必须在规
相关新闻
答 ：征集（征询）志愿是指在每一 定的时间内完成填报，逾期则不能再
批次录取结束之后，省级招办将录取 填报；第三，参加征集志愿填报的考
本报讯 （记者 乔云 ）昨
过各推荐学校和声讯电话
未满额的院校和余缺计划数向社会 生按规定选报院校志愿和院校服从 天，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
16883960，向社会公布录取
进行公布，供尚未被录取并达到分数 调剂志愿；第四，考生选报征集志愿 到，江苏省 2013年普通高
结果。考生也可以登录省教
分两个批次进行
要求的考生进行选报。征集志愿填报 时要考虑避免再次出现“扎堆”落选 校专转本选拔考试录取工
育考试院门户网站 www.
须注意以下几点：
的问题；第五，考生要谨慎选择，如考 作已经开始启动，跟往年不同，今年 5月19日；第二阶段民办批次：5月20 jseea.cn查询录取结果。录取期间，考
首先，达到分数要求且未被录取 虑所报院校剩余的专业自己能否接 专转本录取工作分两个批次进行。 日至5月27日。平行志愿以及征求平 生可以拨打 025—86299228或 者
的考生才能填报；其次，考生要注意 受，一旦被录取就不能退档调换。
第一阶段公办批次：5月 13日至 行志愿录取结束后，省教育考试院将通 025—86299190咨询录取有关情况。
问 ： 有的学校有一本 、 二本和三 称究竟是“××大学”，还是“××大
本,这些有什么区别吗 ？
学××学院”，后者一般是独立学院。
答 ：同一学校有一本、二本，一般 关于大学的性质，在其《招生章程》中
只是专业不同，有的专业所在校区也 会有明确说明。
问：如果填报了提前批，但未被录
不同，师资、教育设备环境、办学质量
及发毕业证书区别一般不大，详情请 取，那会对其他批次的录取构成影响吗？
答 ：高校招生是分批次进行录取
咨询高校招办。而三本一般为独立学

【关键词：征集志愿】

【关键词：退档】

“专转本”录取工作启动

核心提示

昨天，一场面向职校学生的招
聘会在江苏省扬州商务高等职业
学校举行，用工单位招聘的主要是
“蓝领 ”，即一线操作工 。 不少招聘
单位最为看重的就是求职者的实
习经历，而职校系统的专业实践经
验成了不少招聘方看重的优势。

职校招聘会上，实习经历成招聘方关注重点——
—

想当厨师的女生越来越多
本报帮你牵线搭桥找工作，报名热线：18952576020

第一句话都会问：
“在哪里实习过？”对 拿着简历准备在苏州一家酒店应聘厨 毕业生就业数据来看，有 35%的女生 “我们跟大学生建议，首先要锁定
此，上海一电子商务公司负责人王先 师，她告诉记者，早在当初学厨时，就 都进了五星级饭店。
就业的目标。”他说，在经济低迷时，工
生告诉记者，他们需要的就是技术含 想着以后好就业。
作机会不多，如不能尽早锁定合适的
就业形势严峻
唐静说，之前她一直在北京一家
量高、文化素质也要高的工作人员，有
目标，待业时间会成倍增长。对于职场
着成熟的实践经验的学生，才能更好、 酒店实习，今年 3月份，那家酒店准备 扬大毕业生规模突破万人 新人来说，到一些处于成长阶段的小
已经到了 5月份，高校毕业生就 企业，比到成熟的大企业更能得到锻
和她签约，但最终她还是选择在省内
更快地适应工作岗位。
无锡一高档酒店主要是招聘前 就业。唐静说，她身边不少学厨的女同 业形势如何？昨天，扬大就业指导中心 炼，而能成功入职的几率也会高些。
记者 乔云
主任杨桂元介绍，从宏观上来看，今年
台等服务人员。不过，对于“端盘子”的 学最后都去了高档饭店。
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据教育部
2月
苏州一酒店招聘负责人徐先生告
工作，
有多少学生愿意去呢？
该酒店人
【本报策划】
招聘会现场 。 事部负责人张女士介绍，每年招聘时， 诉记者，最近几年，应聘来做厨师的女 初对近 500家用人单位统计，这些单
他们都会对招聘的学生进行培训，
“大 生的确越来越多，他们对于厨师的要 位 2013年计划招聘岗位数同比平均
招聘现场
一方面是大学生苦于找不到合适
“在应聘时， 降幅约为 15%。
专生愿意去基层工作，同时，他们上升 求，也从没有考虑过性别，
面试一来就问实习经历 的空间也很大，即使是经理，也是从基 我们一般都不见求职者本人，而是凭
“从学校层面来看，我们今年面临 的单位 ；另一方面 ，很多单位也在为找
昨天，在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 层一步步做过来的。”
借自身的技能、手艺、综合素质来决 着学生数量增多的问题。”杨桂元说， 不到适合的人才而发愁。 本报愿意为毕
来自全国的 100多家企业在活动中 竞聘厨师的女学生增多 定。女生的心比较细，也比较有耐心， 2013年扬大毕业生有 10597人，其 业生和企业牵线搭桥 ，如果你是 “准毕
心举行了就业双选会，这次招聘会，用
在淮扬菜要求精细的环节上，还是占 中本科毕业生有 8811人。“虽说今年 业生”，正在为找工作发愁；如果您是一
就业形势比较困难，但‘有业不就’和 家大型企业的负责人， 有招人的意愿，
以往学厨的大部分都是男生，但 到不少优势的。”
工单位招聘的主要是“蓝领”，即一线
这次在招聘现场，不少女生也在竞争
操作工。
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负责学生 ‘眼高手低’才是很多大学生就业困难 欢迎拨打本报热线 18952576020，本报
记者将积极帮助牵线。
记者发现，不少招聘单位面试时， 厨师岗位。学烹饪的大四学生唐静就 就业的王老师告诉记者，以 2009级 的原因。”

高邮土地、厂房整体转让项目 扬州育才实验学校 2013年教师

该项目位于江苏省高邮市城南经济新区
新区路北侧 ， 本厂区占地约 154.5 亩 ， 厂房建
筑面积约 46100 平方米 ， 其中钢构标准厂房
45510 平方米 ， 二层综合办公楼 3000 平方
米 ， 水电配套设施完善 , 厂区围墙已建 ， 尚有
20 多亩土地未建设 。 土地及房产手续齐全 。
该新区是我省首家以地方知名品牌命名的
特色园区，位于高邮市南外环产业带，西临京杭
大运河，东依京沪高速公路，区位优势明显，并享
有省级开发区各项优惠政策。

招聘启事

交通十分便捷： 公路：驱车至北京960公里、
上海300公里、南京200公里、镇江100公里、扬
州80公里，分别只需8小时、2.5小时、2小时、1.5
小时、1小时。机场：距扬州泰州机场需1小时，南
扬州育才实验学校是一所股份制民办学校 ，创办于 2004 年 。 现有特级教师 1 名 ，中学高
京禄口机场约需2小时，上海虹桥、浦东国际机场 级教师及省 、市 、区三级骨干教师 40 多名 ，85 个教学班 ，3300 余名学生 。 现面向社会择优招
约需2.5小时，铁路：距离宁启铁路扬州火车站约 聘小学教师 ，招聘计划如下 ：
需1小时。水路：大运河贯穿南北，高邮湖连接苏 拟聘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美术
体育
科学
皖，北澄子河和东平河横贯东西，第一沟、第二沟 拟聘人数 25 名左右 20 名左右 2 名左右 2 名左右 2 名左右 3 名左右 2 名左右
和大启河纵贯南北，水路交通十分便利。非常适合
具体招聘简章 ，敬请登录学校网站 http://www.ycsyxx.net/查看详情 。
于工业制造加工贸易项目和物流仓储项目。
报名时间从 5 月 15 日起至 5 月 24 日止 。 有意应聘者 ，可联系学校人力资源办公室赵老

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18905254588 电子邮件:1900290976@qq.com

师 、徐老师 ，咨询电话 0514-80828755-58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