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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随着今年最后一次高考志愿填报工作结束，
多所
驻青高校公布了今年高考省内招生的录取情况。前几日，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今年高考普通类常规批第 1 次志愿
录取结果，青岛大学在省内各类别招生录取工作结束。除
青大以外，
山东大学、山东科技大学等驻青高校近日也公布
了录取情况。根据多校的招生数据，
记者进行了相关梳理。

山科大录取通知书发放。

大数据告诉你
驻青高校多受青睐
山大临床医学专业最受高分考生追捧
省属高校前10名
“高分专业”
青大占6个

山东大学
临床医学生源优异
“山东大学今年在山东招生的生
源质量优异，录取最低分为 607 分，高
出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 94 分。”据山
东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徐延宝介绍，
从各专业录取分数线来看，今年山东
大学考生分数较高的专业有临床医
学、口腔医学、数学类、计算机类、法学
类、中国语言文学类、经济学类等。高
分段生源主要集中在临床医学、口腔
医学、数学类。
今年，为继续贯彻落实学校一体
化发展战略和服务山东战略，山东大
学调整了校区间招生规模及招生专业
批次设置，10422 代码在全国增加 200
个招生计划，其中普通类常规批济南
校本部和青岛校区在鲁招生计划由去
年的 1904 人增至 1989 人，共增加 85
人。增加的计划主要投放在多学科交
叉融合新专业、基础学科专业、优势特
色专业及新工科专业上，以更好地服
务山东省高质量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其中今年新设立的生物医药数据科学
和智能建造与智慧交通分别设置 4 个
和 20 个计划，计算机类（计算机与智
能方向）增加 22 个计划，计算机类（软
件数媒与大数据方向）、电子信息类
（通信电子与光电方向）、物理学类、自
动化类、智能医学工程等专业各增加
10 个计划，中国语言文学类增加 9 个

计划。相较去年，
政治学类、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哲学类、生物医学科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法学类、临床医学（5
年制）、口腔医学（5+3 一体化）等专业
录取最低位次有较大提升。
记者了解到，山大今年调整了临
床医学招生专业结构，增设的临床医
学（本博连读，齐鲁医学堂）专业受到
高分考生青睐，录取最高分为 656 分，
全省排名 737 位。这一分数也是驻青
高校省内招生的最高分。

青岛大学
省内录取最高分 622 分
今年青岛大学各专业招生实现一
次性录满，生源质量持续向好。记者
从青大招办了解，今年青岛大学录取
的 600 分以上考生达 115 人，录取最高
成绩为 622 分，位次 6563。此外，省属
高校投档位次排名前 10 的专业中青
大有 6 个，这些专业招生计划 998 人，
其 中 青 大 录 取 考 生 554 人 ，占 比
55.5%；省属高校投档位次排名前 20
的专业中青大有 10 个，这些专业招生
计划 1628 人，其中青大录取考生 870
人，占比 53.44%；临床医学（5+3 一体
化）录取最低位次为 17002，较 2021 年
提升 390 名，位列省属高校第一；广播
电视编导专业文化成绩录取最低位次
从 15 万提升至 11 万；
公费师范生录取
最高成绩 607 分，位次较 2021 年提高

1700 名 ；师 范 类 专 业 招 生 计 划 增 加
130 人，
录取最低位次提高 3300 多名。
招生人数上，今年青大面向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招收 7225 人，与
2021 年 持 平 。 其 中 ，面 向 山 东 招 生
5107 人，占比 70.7%。招生类别上，今
年青大省内普通类招生计划由去年的
3345 人增加到 3532 人，与兄弟院校相
比，位居前列；山东农村专项计划 220
人，国家贫困专项计划 107 人；面向青
岛市普通师范类招生计划数达到 599
人，
占总计划数的 8.29%。

山东科技大学
校企合作办学报考火爆
据山东科技大学教务处处长、招
生办主任乔卫国介绍，山东科技大学
今年共有 73 个本科专业招生，面向全
国 31 个省、
市、
自治区计划招收本科生
7350 人。有普通类、
综合评价招生、
艺
术类、中外合作办学、校企合作办学等
11 种招生类型。学校招生录取工作从
7 月 8 日开始，
预计到 8 月 15 日结束。
乔卫国表示，从今年的招生情况
看，山东科技大学招收的省内生源质
量位居省属高校前列，其中青岛校区
普通类常规批录取最高分为 587 分，
高
出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 74 分。青岛校
区普通专业今年投档最低位次为
93503 名，比 2021 年提升 12832 名。省
外生源质量方面则再创新高。今年山

科大在广西、贵州首次全部一本招生，
一
本招生省份达 30 个，
其中安徽、
贵州等省
份的理科和湖南、
辽宁等新高考省份选科
物理类专业的录取最低分均高出当地一
本线50分以上。从投档录取工作来看，
今
年学校本科招生紧紧围绕新工科建设、
山
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进一步优化
了本科专业结构，
新增储能科学与工程和
生物制药2个招生专业。此外，
学校热门
专业的录取分数继续走高。青岛校区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信息安全等热门专业的录取
最低分均在 560 分以上，
其中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图灵班）录取最低分为 578 分，
位
居省属高校首位，
软件工程、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信息安全等 10 余个专业录取
最低位次均居省属高校前三位。
青岛校区校企合作办学专业报考情
况今年尤其火爆，
录取最低分528分，
投档
最低位次 93110 名，比 2021 年提升 11885
名，
位居省属高校前列。另外，
济南校区
中外合作办学均以较好成绩一次性录
满。行业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宋振骐班”
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图灵班”
“吴方班”首次面向山东省考生直接录
取。综合评价招生方面新增了海洋技术
和交通运输 2 个综合评价招生专业，
2069
名考生来学校参加了综合评价招生面试，
生源质量大幅提高。学校首次完成普通
高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招生录取，
香港地区考生 2 人，
澳门地区考生 1 人。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钟尚蕾
摄影报道

一念之差 他从受害人变成施害人
王某被敲诈勒索 20 万后走上犯罪道路 因涉嫌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逃到云南 近日被市北警方抓获

早报 8 月 3 日讯 自开展夏季治安
“百日行动”严打整治活动以来，市北公
安分局以“2022 净网行动”为契机，加大
对网络敲诈案件的打击力度，尽全力为
受害人挽回损失，为净网行动作出了贡
献。7 月 24 日，鞍山路派出所民警远赴
云南滇中，
成功抓获一名网上逃犯。

以照片要挟勒索 20 万
7 月中旬，家住南宁路的王先生到
鞍山路派出所报警称，一名网友以持有
他的隐私照片要挟，先后敲诈勒索其人
民币 20 余万元。接到报警后，鞍山路
派出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分局反诈

部门进行汇报。在分局合成作战中心
支援下，围绕受害人提供的转账银行卡
卡号、QQ 号、微信号和联系电话开展
工作，最终锁定目标为王某（男，24 岁，
陕西省咸阳市人），发现其有重大作案
嫌疑。
民警与咸阳市警方取得联系后了解
到，
王某常年在外，
目前在云南省滇中某
水利工地打工。得到线索后，
民警立即向
滇中警方发去协查函，当地警方经过调
查，
在滇中一处工地发现了王某的踪迹。
7 月 23 日深夜，鞍山路派出所民警
赶至滇中市，马上与当地警方兵分两路
开展工作，仅用一天时间就摸清了王某
的生活习惯。7 月 24 日 15 时，民警在工

地将王某抓获。

受骗后走上犯罪道路
经审查，王某供述自己曾经有和受
害人王先生相似的经历：
2022 年初，
有网
友与王某联系，
称有他的隐私照片，
要求
王某支付 20 万元才能删除照片。王某担
心自己的名誉扫地，拿出自己的所有积
蓄，同时东借西凑，透支了信用卡，还向
网贷平台贷了款，
付给对方 20 万元。
经过这件事后，王某一贫如洗，生
活困难 。偶然机会 ，他得知通过帮他
人走账“跑分”可以挣提成。很快，王
某与一网友达成协议 ，每笔转账提成

2%-10%。自今年 3 月 17 日以来，王某用
自 己 的 银 行 卡 先 后 收 到 转 账 款 34 万 余
元，他按照网友的安排，将钱转到其指定
账户内。到王某被抓获时，他通过自己
的银行卡走账“跑分”获利人民币 4 万余
元，其中就包含受害人王先生转给骗子
的部分钱款。
本是受害人的王某被敲诈后，不去报
警维护自己的权益，
而是寻找旁门左道，
通
过坑害他人挽回自己的损失，最终走上了
犯罪道路。目前，
王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
被市北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相关
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文超
通讯员 扈晓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