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报志愿分数范围

依据《2018 年天津市高职院校春季考试招收中职毕业生实施办法》、春季

高考（面向中职毕业生）招生计划和考生成绩分布情况，今年本市春季高考（面

向中职毕业生）填报志愿分数范围确定为：

普通类（工程技术类）：本科 518 分；高职 150 分。

普通类（管理服务类）：本科 504 分；高职 150 分。

艺术类（工程技术类）：本科 336 分；高职 105 分。

艺术类（管理服务类）：本科 327 分；高职 105 分。

体育类（管理服务类）：高职 105 分。

填报志愿时间

考生填报志愿时间为：4月 13 日至 4月 15 日中午 12：00，逾期不再补报。

凡春季高考（面向中职毕业生）成绩达到普通类、艺术类或体育类填报志愿分数

范围的考生均可填报相应志愿。考生要依据《2018 年天津市春季高考（面向中

职毕业生）招生计划》及院校的招生章程，按照工程技术类和管理服务类招生计

划分别填报。

填报志愿方式

考生在规定的填报志愿时间内，登录招考资讯网（www.zhaokao.net）,进入

春季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按照《春季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使用说明》的提



示进行填报。考生须输入考生号、姓名、手机号码，通过获取手机验证码的方式，

登录系统及填报志愿信息。考生填报志愿后，应通过点击“保存草表”按钮保存

所报志愿信息，并通过点击“导出草表”按钮来打印、查看志愿信息。如需修改

志愿信息，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重新进入系统，在志愿填报页面上修改并保存。

考生确定其志愿后，须在填报志愿截止时间前，点击志愿填报页面上的“最终确

认志愿”按钮，完成志愿填报。

录取批次及投档方式

春季高考（面向中职毕业生）设置艺术类本科批次院校志愿、普通类本科批

次院校志愿、艺体类高职批次院校志愿、普通类高职提前批次院校志愿和普通类

高职批次院校志愿。招生院校录取时，按照上述志愿顺序，依据有关政策规定和

招生章程，根据考生志愿和成绩，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艺术类考生可填报2所艺术类本科批次院校志愿和2所艺术类高职批次院校

志愿；体育类考生可填报 1所体育类高职批次院校志愿，均为顺序志愿。符合普

通类分数要求的考生，还可兼报普通类院校志愿，其填报办法与普通类考生相同。

普通类考生可填报 5所普通类本科院校志愿（其中天津大学本科专业限中职

应届生填报）、1所普通类高职提前批次院校志愿和 9所普通类高职批次院校志

愿。其中，普通类本科院校志愿和普通类高职院校志愿均为平行志愿。

实行顺序志愿投档录取的批次，按照“志愿优先、分数排序”的规则进行，

即:在同一个录取批次中设置的两个院校志愿在录取时有先后顺序。第一志愿录

取时，计算机系统先依次检索各招生院校的一志愿生源，将选报同一招生院校的



一志愿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按照招生院校的招生计划和投档比例进行投档。

如果招生院校在第一志愿录取时生源不足未完成招生计划，可以招收第二志愿的

考生，第二志愿投档规则与第一志愿相同。

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的批次，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

再补档”的规则进行，即：计算机投档系统先对符合条件的考生按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进行排序，依次检索每个考生填报的院校志愿，若考生符合其中的一所以上

院校的投档条件时，则投档到志愿序号在前的院校。若考生只符合其中一所院校

的投档条件，则直接投档到该院校。平行志愿均实行一次性投档，如考生因身体

条件、所报专业等不符合院校录取要求而被退档时，该考生电子档案将不再投向

其他平行志愿院校。

各分数段考生分布情况

2018 年春季高考（面向中职毕业生）各分数段考生分布情况（不含政策加

分）如下：

工程技术类：500 分以上 1313 人，490 分以上 1613 人，480 分以上 1896 人，

470 分以上 2211 人，460 分以上 2538 人，450 分以上 2853 人，440 分以上 3167

人，430 分以上 3509 人，420 分以上 3838 人，410 分以上 4176 人，400 分以上

4489 人，390 分以上 4757 人，380 分以上 5083 人，370 分以上 5358 人，360 分

以上 5644 人，350 分以上 5929 人，340 分以上 6182 人，330 分以上 6430 人，

320 分以上 6684 人，310 分以上 6950 人，300 分以上 7190 人，290 分以上 7419

人，280 分以上 7648 人，270 分以上 7843 人，260 分以上 8050 人，250 分以上



8213 人，240 分以上 8372 人，230 分以上 8533 人，220 分以上 8636 人，210 分

以上 8732 人，200 分以上 8799 人，190 分以上 8855 人,180 分以上 8896 人，170

分以上 8922 人,160 分以上 8942 人。

管理服务类：500 分以上 273 人，490 分以上 334 人，480 分以上 410 人，

470 分以上 519 人，460 分以上 623 人，450 分以上 712 人，440 分以上 803 人，

430 分以上 904 人，420 分以上 1004 人，410 分以上 1101 人，400 分以上 1189

人，390 分以上 1292 人，380 分以上 1383 人，370 分以上 1491 人，360 分以上

1591 人，350 分以上 1702 人，340 分以上 1795 人，330 分以上 1911 人，320 分

以上 2014 人，310 分以上 2109 人，300 分以上 2209 人，290 分以上 2294 人，

280 分以上 2380 人，270 分以上 2468 人，260 分以上 2559 人，250 分以上 2639

人，240 分以上 2688 人，230 分以上 2739 人，220 分以上 2776 人，210 分以上

2814 人，200 分以上 2848 人，190 分以上 2869 人,180 分以上 2879 人，170 分

以上 2886 人,160 分以上 2895 人。

艺术类（工程技术类：360 分以上 184 人，320 分以上 223 人，280 分以上

253 人，240 分以上 277 人，200 分以上 291 人，180 分以上 295 人，140 分以上

296 人。

艺术类（管理服务类）：360 分以上 89 人，320 分以上 124 人，280 分以上

141 人，240 分以上 164 人，200 分以上 175 人，180 分以上 178 人，140 分以上

180 人。



体育类（管理服务类）：360 分以上 14 人，320 分以上 25 人，280 分以上

35 人，240 分以上 47 人，200 分以上 58 人，180 分以上 63 人，140 分以上 67

人。

市高招办重点提示

为帮助考生填报志愿，市高招办提示考生注意如下事项：

1.请考生认真阅读市高招办下发的《考生填报志愿须知》，了解志愿设置和

录取规则。考生手机号码是登录填报志愿系统、接收相关信息的重要工具，考生

要确保手机号码准确，并注意做好个人信息及手机接收信息的安全保管。

2.在填报志愿截止时间前，考生务必点击志愿填报页面上的“最终确认志愿”

按钮，其所报志愿方能正式生效。如考生只填写了志愿草表，但未最终确认志愿，

将视为自愿放弃填报志愿，其所填写信息无效。

3.报考英语类专业志愿的考生，须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英语听说测试且成绩

合格；填报艺术类院校志愿的考生，须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美术类联考或院校组

织的艺术专业考试且成绩合格；填报体育类院校志愿的考生，须参加院校组织的

体育专业考试且成绩合格；报考有专业考试要求院校志愿的考生，须参加院校组

织的专业考试且成绩合格。否则，考生填报的相应志愿无效。

4.考生在填报平行院校志愿时，应将 9个平行志愿用足用好，可以按照“冲、

稳、守、保”的策略进行填报，最前面 2个志愿填报自己有希望“跳一跳”够得

着的理想院校,接下来 2个志愿填报符合自己成绩水平的“对口”院校,再接下来



的 2个志愿填报与自身水平大体相当或略低于自身水平的院校，而最后 3个志愿

要填报近年来志愿生源不足的院校作为“保底”。

5.考生要尽量多选择几所院校，将 9个志愿填满，增加被录取机会,若考生

填报的院校志愿所数少，会存在因为考试成绩达不到招生院校的要求而不能被投

档的风险。考生应认真考虑填写服从院校专业调剂，若不服从院校专业调剂，会

存在因为考试成绩达不到所报专业的要求而被退档的较大风险。

6.参加春季高考（面向中职毕业生），且符合本市秋季普通高考报名条件并

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如在春季高考中被高职院校录取，则只能报考秋季普通高

考的本科院校（专业）志愿；如在春季高考中被本科院校（专业）录取，则不能

再报考秋季普通高考的各批次志愿。如考生被秋季普通高考和春季高考同时录取，

教育主管部门在进行电子学籍注册时，只保留其秋季普通高考录取资格，春季高

考的录取资格将予注销。

另悉：在考生填报志愿期间，招生院校将采用多种方式开展咨询宣传活动，

帮助考生了解招生院校的情况。具体的形式有：电话咨询、网上咨询和校园开放

日。届时，各院校的招生负责教师将通过电话和网络同考生进行交流，介绍院校

的办学情况和办学特色，解答考生关心的问题。校园开放日，考生可以到现场了

解院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学环境，亲身感受学校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