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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排，今年在批次设置与志愿数量上同
去年基本保持一致。对于第一次接触志愿填报
的考生朋友们，志愿设置情况依旧是你们填报志
愿前需要掌握的重要内容。通过熟悉志愿设置
的基本情况，结合自身的实际需求，考生能够在
志愿填报时进行准确定位。本期，让市高招办来
带你了解一下吧。

■普通类各批次的志愿设置
普通类院校招生录取顺序为：

考生如被上一批次(阶段)院校录取，不能再
参加下一批次(阶段)院校的录取；如未被上一批
次(阶段)院校录取，其参加下一批次(阶段)院校录
取的机会不受影响。

1.提前本科批次的志愿设置
提前本科批次分为A、B两个阶段。提前本

科批次A阶段中，招收飞行员院校志愿单独设
置，仅限军队招飞定选合格和民航招飞体检合格
的考生填报；其他院校设置1个院校专业组志
愿，设置3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志
愿。提前本科批次B阶段（地方农村专项计划）实
行平行志愿，设置5个平行院校专业组志愿。每
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栏中设置3个专业志愿和1个
服从调剂专业志愿。B阶段（地方农村专项计划）
仅限具有宁河区、武清区、静海区、宝坻区和蓟州
区高中三年学籍和我市户籍制度改革前的农村户
籍，并且在宁河区、武清区、静海区、宝坻区和蓟州
区报名参加2021年我市普通高考的考生填报。

提前本科批次中的军队院校专业组，在特殊
类型资格考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以上录取新
生，招生专业分为非指挥类和指挥类，非指挥类
专业和指挥类专业在体检标准、分数要求等方面
有所不同，考生报考时须注意区别。

提前高职（专科）批次中的公安类院校，因需
要提前进行体检、政治考察，须与提前本科批次
志愿同时填报，设置1个院校志愿，院校志愿栏
中设置3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填报军队、公安、消防类提前本科批次院校
专业组的考生和填报公安类提前高职（专科）批
次院校的考生，须参加相应院校组织的面试、体
测、政治考察和体检，时间、地点及面试分数范围
另行通知。

2.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的志愿设置
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志愿前，单独设置1

个“特殊类型考生志愿”，由已参加本科批次A
阶段高校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考核并
合格、经公示无异议的考生填报。该院校专业
组志愿栏中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
专业志愿。

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实行平行志愿，设置
50个平行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
愿栏中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
志愿。

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平行院校志愿录取结
束后，仍有招生院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市高招
办将在规定时间、面向社会公布尚有招生计划
的院校和专业，由高考成绩（含政策加分）达到
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且未被录取的考生自
主填报征询志愿。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征询志
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方式，设置25个平行院校
专业组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院校专业组志愿，每
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栏中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1个
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3.普通本科批次B阶段的志愿设置
普通本科批次B阶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方

式，设置25个平行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
业组志愿栏中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
专业志愿。

普通本科批次B阶段平行院校志愿录取
结束后，仍有招生院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市
高招办将在规定时间、面向社会公布尚有招
生计划的院校专业组和专业，由尚未被录取
的考生自主填报征询志愿，市高招办原则上
按照余缺招生计划数的 100%划定本科批次
B阶段征询志愿录取控制分数线。普通本科

批次 B 阶段征询志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方
式，设置 25 个平行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
校专业组志愿栏中设置 6个专业志愿和 1个
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4.提前高职（专科）批次的志愿设置
提前高职（专科）批次设置1个院校志愿，院

校志愿中设置3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
志愿。

5.普通高职（专科）批次的志愿设置
高职（专科）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方

式，设置 20个平行院校志愿，每个院校志愿
栏中设置 6个专业志愿和 1个服从调剂专业
志愿。

■艺术类各批次的志愿设置
艺术类专业招生分为本科批次与高职（专

科）批次，招生录取顺序为：艺术类本科批校考阶
段自划线院校、艺术类本科批校考阶段非自划线
院校、艺术类本科批统考阶段院校、艺术类高职
（专科）批校考阶段院校和艺术类高职（专科）批
统考阶段院校。

1.艺术类本科批次志愿设置
分为校考和统考两个阶段。艺术类本科校

考阶段设置2个单独志愿，1个为自划线院校专
业组志愿，1个为非自划线院校专业组志愿，每

个院校专业组设置2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
专业志愿。

艺术类本科统考阶段细分为美术与设计学
类、戏剧与影视学类、体育舞蹈学类、非体育舞蹈
学类、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等5个类别，考生只能
选择其中一类进行填报，每个专业类别均实行平
行志愿投档方式，分别设置10个平行院校专业组
志愿，每个院校志愿栏中设置2个专业志愿和1个
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2.艺术类高职（专科）批次志愿设置
分为校考和统考两个阶段。艺术类高职

（专科）校考阶段设置1个院校志愿，每个院校
志愿栏中设置2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
业志愿。

艺术类高职（专科）统考阶段细分为美术与
设计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非体育舞蹈学类、播
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等4个类别，考生只能选择其
中一类进行填报，每个专业类别均实行平行志愿
投档方式，分别设置10个平行院校志愿，每个院
校志愿栏中设置2 个专业志愿和 1 个服从调剂
专业志愿。

■体育类各批次的志愿设置
体育类专业招生分为本科批次与高职（专

科）批次，招生录取顺序为：体育类本科批次院
校、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次院校。
（1）体育类本科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方

式，设置10个平行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
业组志愿栏中设置2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
专业志愿。
（2）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次实行平行志愿

投档方式，设置3个平行院校志愿，每个院校
志愿栏中设置2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
业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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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志愿：志愿设置，一目了然

通过前几期的介绍，相信大多数考生和家长
都已经掌握了不少填报志愿的知识，这一期，市高
招办来带你深入了解一下平行志愿的基本投档规
则和同分考生的投档依据，同时，规避平行志愿录
取的风险。

■如何理解平行志愿的投档规则
今年，我市在提前本科批次B阶段、普通本

科（含A、B阶段）、普通高职（专科）、艺术类本科
及高职批次统考阶段、体育类本科及高职批次等
继续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方式。这些平行院校专业
组志愿之间是平行关系，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
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的规则进行录取。让我
们举例来说明：

1.以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院校（专业组）录取为例：
（1）分数优先。计算机投档系统先对普通本科

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上尚未被录取的考生，按高考
总成绩（含政策加分）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排序；
（2）遵循志愿。依次检索每位考生填报的

50个平行院校专业组志愿；若考生符合其中一

所以上院校专业组的投档条件时，则将考生的档
案投到50个平行院校专业组志愿中序号在前的
院校专业组；若考生只符合其中一所院校专业组
的投档条件，则将会被投档到该院校专业组；
（3）一次投档、不再补档。按照计算机投档

规则和程序，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院校专业组同
时进行一次性投档；若考生进档后，不符合院校
专业组录取要求又被退档，则不再投向该考生在
本批次报考的其他平行志愿院校专业组；如院校
专业组因将不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退档后形成
了余缺计划，只能等待参加征询志愿录取，不能
再接收该平行志愿的第二次补充投档。

2.以普通类考生李某为例
李某高考成绩650分，假设当年普通本科批

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0分，李某在普通本科批
次A阶段院校志愿填报的50个平行专业组院校
志愿依次为：院校专业组1、院校专业组2、院校专
业组3、院校专业组4、院校专业组5、……、院校专
业组47、院校专业组48、院校专业组49、院校专

业组50。
（1）在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院校（专业组）志

愿录取时：
计算机投档系统先对录取控制分数线（450

分）以上且尚未被录取的考生，从最高分到最低分
（450分）进行排序，依次检索每个考生的志愿（按
照志愿1、2、3、4、5、……、47、48、49、50的顺序）。
（2）检索到650分的李某时：
计算机系统依次检索李某的50个平行院校

专业组志愿，按照院校专业组1、院校专业组2、院
校专业组3、院校专业组4、院校专业组5、……、院
校专业组47、院校专业组48、院校专业组49、院
校专业组50的顺序，依次检索是否符合各个院校
专业组志愿的投档条件，如李某同时符合院校专
业组1、院校专业组6的投档条件，则计算机系统
标记为可以投档至序号靠前的院校专业组1。

如李某的50个平行院校志愿都不符合投档
条件，他只能参加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征询志愿
院校专业组录取或普通本科批次B阶段等后续志
愿的录取。
（3）一次投档：
按照平行志愿“一次性投档”规则，对于同一

批次（阶段）同一平行院校志愿的招生院校，计算
机系统在将符合检索条件的考生全部检索完毕
后，会将所有符合投档条件的考生一次性投出，
每个考生只能被投至一个志愿院校专业组。

李某在填报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志愿时，最
多可以报考50个院校专业组，但是最终只能被
投至1个院校专业组。
（4）不再补档：
考生不能在同一个批次（阶段）同一平行院

校专业组志愿内被投档两次，如果出现退档，计
算机系统也不再进行第二次补充投档。

李某的档案被投出后，如因身体条件、所报
专业等不符合院校专业组录取要求,而被院校专
业组1退档，计算机系统不会对李某进行第二次投
档（不会再投档至院校专业组6了），李某只能参加
本阶段的征询志愿录取或下一个阶段的录取。

需要特别提示考生注意的是，平行志愿虽然
分数优先，但对于考生而言，填报的院校专业组是
有顺序的。按分数位次，当某一考生被投档的时
候，计算机会将其投档到填报序号在前的院校专
业组，所以考生一定要把最想去的院校专业组放
在前面。此外，平行志愿也存在着风险，选择“服
从专业调剂”也很重要，这样考生如果不能进入所
填报的专业，可在所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内进行调
剂；否则考生因为不服从专业调剂而被退档，就只
能等待参加征询志愿或者下一批次阶段录取。

■总分相同但单科成绩不同考生的投档规则
平行志愿录取时，当考生高考总成绩相同但

单科成绩不同时，计算机投档系统分批次、按规
定的科目顺序生成排序成绩进行投档。普通本

科批次，将依次按照语文、数学、外语单科成绩，
等级性考试3门科目中最高成绩、次高成绩，由
高到低排序；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将依次按照
语文、数学单科成绩，由高到低排序；艺术类本科
批次统考阶段和体育类本科批次投档时，若考生
综合分（含政策加分）相同时，先比较专业市级统
考成绩，再依次按照语文、数学、外语单科成绩，
等级性考试3门科目中最高成绩、次高成绩，由
高到低排序。

■合理规避平行志愿录取的风险
考生要了解平行志愿的规则，把握好填报策

略，特别要合理规避以下风险：
一是平行志愿间没有拉开梯度。如果考生

定位不准确，志愿填报过高，院校专业组志愿中
的多个平行院校专业组志愿之间没有拉开梯度，
一味追求最理想的学校，就可能导致所填报的几
个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落空。

二是填报的院校志愿过少。以往个别考生
只报几个院校专业组志愿，非某些院校专业组不
报，就会出现因为高考成绩未达到院校专业组的
投档线而不能被投档。

三是填报的专业志愿过少。如果考生只报
考某些院校专业组的一两个专业，当考生档案被
投档到招生院校后，就有可能因总分和相关科目
成绩偏低、不服从院校专业调剂、身体条件受限
等原因，面临投档后被退档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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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志愿：平行志愿，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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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理工大学
乘势而为砥砺奋进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进程

天津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
工理结合，工、理、管、文、艺等学科协
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学校始建于
1979年，前身为天津理工学院，是天津
市为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兴
建、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天津现
代化建设迅速成长起来的一所市属重
点高等院校。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
天津理工大学已完成由单一工科院校
到多科性大学、多校区办学到集中办
学的历史转变，形成了本、硕、博完整
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学校设有15个专业学院，66个本

科专业、2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个一
级学科博士点、2个一级学科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12个天津市重点学科。学校
基础科学国内外影响力日益提升，化
学、材料、工程3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前
1%，学校自然指数排名进入中国高校前
100位，位居本市市属高校首位。

教育教学秉承新理念

作为最早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的地方高校之一，学校专业建
设成绩突出，现拥有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材料物理、机械工程、工程造价等4
个教育部特色专业；机械工程、自动化
等2个专业为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专
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拥有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安全等5个教育
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材
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械工程、电子信
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
与仪器、机械电子工程、化学工程与工
艺、自动化、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安全
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环境工程
等12个专业通过了中国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十三五”期间，机械工程、测控技
术与仪器、材料物理、电子信息工程、自
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化
学工程与工艺、工程造价、产品设计、社
会工作、应用化学、机械电子工程、材料
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
信工程、安全工程、工程管理、工商管理
19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环境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应用物理学、过程装
备与控制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制药
工程、工业工程8个专业入选省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程造价、自动化、信息安全、机械电子
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材料物理、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等8个专业获批天津市
普通高等学校优势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物联网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
械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安全工程、工商
管理、动画、应用化学、物流管理、轮机
工程、通信工程、产品设计等12个专业
获批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应用型专业
建设项目。

学校实验教学条件不断提升，拥有
机电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功
能材料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2个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成国家级
数字化制造与流程工业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及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机器人技术虚拟仿真实验。学校
还建有13个省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建设单位）。与中软国际、天津灯塔
涂料有限公司、天津第一机床总厂等
企业共建3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
心，与河南许继集团、天津市大学软件
学院共建了2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
习基地，与一批国内知名企业共建校企
合作实践基地。

人才师资焕发新活力

学校拥有一支师德高尚、结构合
理、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师资
队伍，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347人，具有
博士学位教师767名，具有高级职称教
师648名，博士生导师94人、硕士生导

师657人。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
国家杰青、优青、教学名师等国家级领

军人才13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人选、天津市“海外高层次人才
引进计划”人选、天津市“特支计划”青
年拔尖人才、天津市杰出津门学者、
天津市特聘教授制度人选、天津市
“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人
选、天津市教学名师、天津市创新人才
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青
年科技优秀人才等省部级人才百余
人。学校聘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探
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为名誉校
长，聘任欧阳自远、孙九林、姚建铨、李
亚栋、方滨兴等院士及一批国内外知名
专家为我校客座教授和兼职教授。

科学研究呈现新优势

学校坚持以服务天津及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为己任，不断推进科学研究的
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现有国家级工程
实验室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个、教
育部国际合作联合研究实验室1个、教
育部工程研究中心2个、国家外专局教
育部联合创新引智基地1个、教育部高
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1
个、天津市重点实验室10个、天津市工
程中心9个、天津市人文社科基地2个
及天津市智库1个，获批国家知识产权
局知识产权试点建设高校，并作为天津
市唯一市属高校获批教育部首批高等
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
学校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
国际科技合作等重大国家战略，先后与
中环电子集团、中国移动天津公司、中
兴通讯、中国一重集团滨海研发基地等
建立了全面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与全球
最大电镜公司FEI建立联合实验室，与

张家口市、滨海新区等7个市区政府签
署了全面合作协议，为学生提供生产实
习和毕业实习。

国际交流迈出新步伐

学校大力实施国际化战略，已与36
个国家和地区的137所知名大学和科
研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加入中波
高校联盟、中俄工科大学联盟。先后与
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大学开展了研
究生和本科层次的合作办学，与加拿
大魁北克大学合作培养出我国首批项
目管理硕士（MPM）。开展“2+2”、
“3+1”等本科生、研究生合作交流项
目，为学生开阔国际视野搭建广阔交
流平台，并在全国聋人高等院校中率
先推出听障生学位教育国际合作项
目。“新能源材料”创新引智基地入选
国家“111”计划，“材料微结构”实验室
入选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立项
建设。学校获批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
留学生院校，与波兰密茨凯维奇大学、
印度孟买大学和科特迪瓦博瓦尼大学
合作建立了3所孔子学院，与波兰华沙
维斯瓦大学合作建立了孔子课堂，与
科特迪瓦亚穆苏克罗国立博瓦尼理工
学院合作建立了我国首个由普通高等
院校参建的鲁班工坊。

人才培养取得新成效

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注重学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获批建设教育
部和天津市“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
院系，首批荣获天津市“三全育人”综
合改革试点实效奖和院（系）实效奖，

获批教育部第三批国防教育特色学
校。学校坚持以科技创新体系为支
撑、以服务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通过
建立学生科技创新体系，鼓励和支持
学生参加科技竞赛和科技创新活动，
广开渠道打造学生实习平台、就业推
荐平台、交流培训平台，成为市首批深
化创新创业改革示范高校，众创空间
连续五年被评为优秀。大学生艺术团
连续十年荣登央视舞台。众多天理学
子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
作品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
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中获奖。

建校 40 余年，培养了 12 万余基
础宽厚、综合素质高的应用型人才，
“务实肯干、进入状态快、动手能力
强、留得住、用得上”，用人单位给予
很高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