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份 专业 批次 科别 最高分 最低分

安徽 化学(师范) 安徽本二 理工 492 491

安徽 物理学(师范) 安徽本二 理工 489 489

安徽 应用心理学 安徽本二 理工 497 497

安徽 汉语言文学(师范) 安徽本二 文史 532 527

安徽 行政管理 安徽本二 文史 525 525

安徽 历史学(师范) 安徽本二 文史 526 526

安徽 秘书学 安徽本二 文史 526 526

安徽 环境设计 安徽省艺术类 艺术 799 638

安徽 美术学(师范) 安徽省艺术类 艺术 747 659

安徽 视觉传达设计 安徽省艺术类 艺术 724.4 690

福建 测绘工程 福建本二 理工 427 427

福建 地理科学(师范) 福建提前批 理工 446 433

福建 电子信息工程 福建本二 理工 435 431

福建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福建本二 理工 428 427

福建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福建本二 理工 433 427

福建 环境工程 福建本二 理工 430 429

福建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福建本二 理工 435 427

福建 金融工程 福建本二 理工 431 431

福建 社会工作 福建本二 理工 427 427

福建 生物制药 福建本二 理工 429 427

福建 应用统计学 福建本二 理工 434 431

福建 自动化 福建本二 理工 432 429

福建 法学 福建本二 文史 488 484

福建 教育技术学(师范) 福建提前批 文史 484 484

福建 金融工程 福建本二 文史 493 489

福建 历史学(师范) 福建提前批 文史 485 485

福建 秘书学 福建本二 文史 484 484

福建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福建提前批 文史 485 484

甘肃 财务管理 甘肃本二 理工 457 457

甘肃 测绘工程 甘肃本二 理工 450 450

甘肃 城乡规划 甘肃本二 理工 452 449

甘肃 法学 甘肃本二 理工 456 451

甘肃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甘肃本二 理工 452 450

甘肃 国际经济与贸易 甘肃本二 理工 465 460

甘肃 行政管理 甘肃本二 理工 451 450

甘肃 环境工程 甘肃本二 理工 450 450

甘肃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甘肃本二 理工 455 449

甘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甘肃本二 理工 452 451

甘肃 教育技术学(师范) 甘肃本二 理工 458 456

甘肃 金融工程 甘肃本二 理工 454 454

甘肃 旅游管理 甘肃本二 理工 453 451

甘肃 生物技术 甘肃本二 理工 469 469

甘肃 生物制药 甘肃本二 理工 457 450

甘肃 物理学(师范) 甘肃本二 理工 455 455

甘肃 信息与计算科学 甘肃本二 理工 456 452

甘肃 遥感科学与技术 甘肃本二 理工 455 450

甘肃 自动化 甘肃本二 理工 449 449

甘肃 广告学 甘肃本二 文史 506 506

甘肃 国际经济与贸易 甘肃本二 文史 506 504

甘肃 汉语国际教育 甘肃本二 文史 507 507



省份 专业 批次 科别 最高分 最低分

甘肃 汉语言文学(师范) 甘肃本二 文史 516 516

甘肃 行政管理 甘肃本二 文史 508 507

甘肃 金融工程 甘肃本二 文史 505 505

甘肃 经济学 甘肃本二 文史 509 509

甘肃 旅游管理 甘肃本二 文史 506 504

甘肃 秘书学 甘肃本二 文史 508 506

甘肃 社会工作 甘肃本二 文史 505 504

甘肃 市场营销 甘肃本二 文史 505 505

甘肃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甘肃本二 文史 511 511

广东 环境设计 广东美术类 艺术 690 652

广东 美术学(师范) 广东美术类 艺术 763 647

广东 视觉传达设计 广东美术类 艺术 719 670

广西 材料科学与工程 广西本二 理工 462 460

广西 测绘工程 广西本二 理工 467 466

广西 车辆工程 广西本二 理工 463 461

广西 城乡规划 广西本二 理工 475 463

广西 地理信息科学 广西本二 理工 469 463

广西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广西本二 理工 467 463

广西 电子信息工程 广西本二 理工 467 465

广西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广西本二 理工 469 460

广西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广西本二 理工 467 463

广西 国际经济与贸易 广西本二 理工 479 468

广西 汉语国际教育 广西本二 理工 484 484

广西 化学(师范) 广西本二 理工 492 475

广西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广西本二 理工 465 461

广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广西本二 理工 468 468

广西 教育技术学(师范) 广西本二 理工 473 470

广西 经济学 广西本二 理工 476 476

广西 旅游管理 广西本二 理工 469 463

广西 软件工程 广西本二 理工 467 465

广西 社会工作 广西本二 理工 465 461

广西 生物技术 广西本二 理工 467 464

广西 生物制药 广西本二 理工 471 460

广西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广西本二 理工 496 481

广西 文化产业管理 广西本二 理工 486 460

广西 物理学(师范) 广西本二 理工 475 475

广西 信息与计算科学 广西本二 理工 465 462

广西 遥感科学与技术 广西本二 理工 464 460

广西 应用统计学 广西本二 理工 468 468

广西 园林 广西本二 理工 475 462

广西 制药工程 广西本二 理工 468 464

广西 自动化 广西本二 理工 469 462

广西 财务管理 广西本二 文史 538 537

广西 法学 广西本二 文史 539 538

广西 翻译 广西本二 文史 535 535

广西 广告学 广西本二 文史 538 535

广西 国际经济与贸易 广西本二 文史 540 540

广西 汉语言文学(师范) 广西本二 文史 554 545

广西 行政管理 广西本二 文史 535 533

广西 历史学(师范) 广西本二 文史 545 541



省份 专业 批次 科别 最高分 最低分

广西 旅游管理 广西本二 文史 536 534

广西 秘书学 广西本二 文史 540 532

广西 社会工作 广西本二 文史 532 532

广西 市场营销 广西本二 文史 539 539

广西 应用心理学 广西本二 文史 535 533

广西 哲学 广西本二 文史 538 534

贵州 材料科学与工程 贵州本二 理工 460 459

贵州 财务管理 贵州本二 理工 476 461

贵州 测绘工程 贵州本二 理工 456 456

贵州 车辆工程 贵州本二 理工 465 455

贵州 城乡规划 贵州本二 理工 458 456

贵州 地理科学(师范) 贵州本二 理工 463 463

贵州 地理信息科学 贵州本二 理工 462 457

贵州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贵州本二 理工 462 455

贵州 电子信息工程 贵州本二 理工 459 457

贵州 法学 贵州本二 理工 468 462

贵州 翻译 贵州本二 理工 471 465

贵州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贵州本二 理工 463 459

贵州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贵州本二 理工 461 434

贵州 国际经济与贸易 贵州本二 理工 464 462

贵州 汉语国际教育 贵州本二 理工 468 468

贵州 行政管理 贵州本二 理工 462 461

贵州 化学(师范) 贵州本二 理工 469 468

贵州 环境工程 贵州本二 理工 457 456

贵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贵州本二 理工 469 455

贵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贵州本二 理工 471 457

贵州 教育技术学(师范) 贵州本二 理工 462 457

贵州 金融工程 贵州本二 理工 467 461

贵州 经济学 贵州本二 理工 467 461

贵州 软件工程 贵州本二 理工 459 455

贵州 社会工作 贵州本二 理工 455 455

贵州 生物技术 贵州本二 理工 459 457

贵州 生物科学(师范) 贵州本二 理工 470 469

贵州 生物制药 贵州本二 理工 458 456

贵州 市场营销 贵州本二 理工 460 458

贵州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贵州本二 理工 484 470

贵州 文化产业管理 贵州本二 理工 456 430

贵州 物理学(师范) 贵州本二 理工 478 466

贵州 西班牙语 贵州本二 理工 459 446

贵州 信息与计算科学 贵州本二 理工 457 456

贵州 遥感科学与技术 贵州本二 理工 457 456

贵州 英语(师范) 贵州本二 理工 498 487

贵州 应用统计学 贵州本二 理工 464 459

贵州 应用心理学 贵州本二 理工 460 459

贵州 园林 贵州本二 理工 460 456

贵州 制药工程 贵州本二 理工 464 458

贵州 自动化 贵州本二 理工 459 455

贵州 财务管理 贵州本二 文史 557 552

贵州 地理科学(师范) 贵州本二 文史 561 560

贵州 俄语 贵州本二 文史 554 551



省份 专业 批次 科别 最高分 最低分

贵州 法学 贵州本二 文史 558 554

贵州 翻译 贵州本二 文史 556 556

贵州 广播电视学 贵州本二 文史 560 551

贵州 广告学 贵州本二 文史 554 553

贵州 国际经济与贸易 贵州本二 文史 555 552

贵州 汉语国际教育 贵州本二 文史 559 556

贵州 汉语言文学(师范) 贵州本二 文史 567 562

贵州 行政管理 贵州本二 文史 557 551

贵州 教育技术学(师范) 贵州本二 文史 555 551

贵州 金融工程 贵州本二 文史 553 551

贵州 经济学 贵州本二 文史 557 554

贵州 历史学(师范) 贵州本二 文史 559 558

贵州 秘书学 贵州本二 文史 555 551

贵州 日语 贵州本二 文史 562 562

贵州 社会工作 贵州本二 文史 554 551

贵州 市场营销 贵州本二 文史 556 551

贵州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贵州本二 文史 557 555

贵州 文化产业管理 贵州本二 文史 561 552

贵州 英语(师范) 贵州本二 文史 575 562

贵州 应用心理学 贵州本二 文史 577 551

贵州 哲学 贵州本二 文史 554 553

海南 地理科学(师范) 海南本科A类 文史 681 672

海南 翻译 海南本科A类 文史 680 676

海南 汉语言文学(师范) 海南本科A类 文史 690 687

海南 行政管理 海南本科A类 文史 672 672

海南 教育技术学(师范) 海南本科A类 文史 686 678

海南 历史学(师范) 海南本科A类 文史 684 683

海南 秘书学 海南本科A类 文史 679 670

海南 市场营销 海南本科A类 文史 670 670

海南 西班牙语 海南本科A类 文史 674 671

海南 英语(师范) 海南本科A类 文史 682 682

海南 哲学 海南本科A类 文史 670 670

河北 材料科学与工程 河北本一 理工 519 519

河北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河北本一 理工 524 524

河北 国际经济与贸易 河北本一 理工 538 538

河北 信息与计算科学 河北本一 理工 532 532

河北 地理科学(师范) 河北本一 文史 549 549

河北 广播电视学 河北本一 文史 546 546

河北 国际经济与贸易 河北本一 文史 546 546

河北 行政管理 河北本一 文史 545 545

河北 历史学(师范) 河北本一 文史 549 549

河北 播音与主持艺术 河北艺术类 艺术 402.5 366.72

河北 环境设计 河北艺术类 艺术 776 692.5

河北 美术学(师范) 河北艺术类 艺术 778.5 670

河北 视觉传达设计 河北艺术类 艺术 748.5 671

河北 舞蹈编导 河北艺术类 艺术 168.4 162.8

河北 音乐表演 河北艺术类 艺术 168.4 157.5

河南 材料科学与工程 河南本二 理工 494 486

河南 测绘工程 河南本二 理工 487 486

河南 地理科学(师范) 河南本二 理工 493 492



省份 专业 批次 科别 最高分 最低分

河南 地理信息科学 河南本二 理工 490 488

河南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河南本二 理工 492 492

河南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河南本二 理工 459 353

河南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电子信息工程) 河南本二 理工 472 431

河南 化学(师范) 河南本二 理工 504 494

河南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工业设计) 河南本二 理工 441 366

河南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河南本二 理工 499 387

河南 金融学类(中外合作办学)(金融工程) 河南本二 理工 472 451

河南 旅游管理 河南本二 理工 494 487

河南 软件工程 河南本二 理工 507 495

河南 社会工作 河南本二 理工 491 487

河南 生物技术 河南本二 理工 507 486

河南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河南本二 理工 510 500

河南 物理学(师范) 河南本二 理工 495 493

河南 西班牙语 河南本二 理工 499 496

河南 信息与计算科学 河南本二 理工 495 492

河南 应用心理学 河南本二 理工 495 491

河南 园林 河南本二 理工 488 487

河南 制药工程 河南本二 理工 491 491

河南 自动化 河南本二 理工 492 489

河南 自动化类(中外合作办学)(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河南本二 理工 462 415

河南 财务管理 河南本二 文史 532 528

河南 地理科学(师范) 河南本二 文史 534 526

河南 法学 河南本二 文史 546 537

河南 广告学 河南本二 文史 532 521

河南 国际经济与贸易 河南本二 文史 527 524

河南 汉语国际教育 河南本二 文史 523 522

河南 汉语言文学(师范) 河南本二 文史 534 524

河南 行政管理 河南本二 文史 530 521

河南 教育技术学(师范) 河南本二 文史 524 521

河南 金融工程 河南本二 文史 528 525

河南 历史学(师范) 河南本二 文史 533 522

河南 旅游管理 河南本二 文史 525 520

河南 秘书学 河南本二 文史 531 521

河南 社会工作 河南本二 文史 521 521

河南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河南本二 文史 522 521

河南 文化产业管理 河南本二 文史 524 521

河南 哲学 河南本二 文史 521 521

湖北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湖北本二 理工 463 441

湖北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电子信息工程) 湖北本二 理工 457 355

湖北 环境工程 湖北本二 理工 474 474

湖北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工业设计) 湖北本二 理工 473 372

湖北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湖北本二 理工 467 353

湖北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湖北本二 理工 479 479

湖北 金融学类(中外合作办学)(金融工程) 湖北本二 理工 472 471

湖北 社会工作 湖北本二 理工 486 486

湖北 生物科学(师范) 湖北本二 理工 480 478

湖北 物理学(师范) 湖北本二 理工 475 475

湖北 自动化类(中外合作办学)(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湖北本二 理工 473 372

湖北 广告学 湖北本二 文史 528 527



省份 专业 批次 科别 最高分 最低分

湖北 教育技术学(师范) 湖北本二 文史 529 528

湖北 经济学 湖北本二 文史 532 532

湖北 历史学(师范) 湖北本二 文史 531 528

湖北 秘书学 湖北本二 文史 528 527

湖北 社会工作 湖北本二 文史 529 529

湖北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湖北本二 文史 536 532

湖南 法学 湖南本二 理工 508 505

湖南 化学(师范) 湖南本二 理工 515 515

湖南 生物科学(师范) 湖南本二 理工 508 507

湖南 自动化 湖南本二 理工 507 505

湖南 法学 湖南本二 文史 551 551

湖南 广播电视学 湖南本二 文史 551 550

湖南 汉语言文学(师范) 湖南本二 文史 554 554

湖南 行政管理 湖南本二 文史 553 548

湖南 历史学(师范) 湖南本二 文史 555 555

湖南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湖南本二 文史 550 549

湖南 应用心理学 湖南本二 文史 553 553

湖南 播音与主持艺术 湖南艺术类 艺术文 313.6 304.3

湖南 广播电视编导 湖南艺术类 艺术文 702 687

湖南 书法学 湖南艺术类 艺术文 828.5 732

湖南 舞蹈编导 湖南艺术类 艺术文 256 243

湖南 音乐表演 湖南艺术类 艺术文 277 264

湖南 音乐学(师范) 湖南艺术类 艺术文 273 264

江西 地理科学(师范) 江西本二 理工 503 502

江西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江西本二 理工 507 500

江西 国际经济与贸易 江西本二 理工 511 511

江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江西本二 理工 506 506

江西 经济学 江西本二 理工 511 509

江西 软件工程 江西本二 理工 507 504

江西 物理学(师范) 江西本二 理工 509 507

江西 遥感科学与技术 江西本二 理工 504 500

江西 制药工程 江西本二 理工 508 501

江西 财务管理 江西本二 文史 543 537

江西 法学 江西本二 文史 538 537

江西 国际经济与贸易 江西本二 文史 538 538

江西 汉语言文学(师范) 江西本二 文史 539 538

江西 金融工程 江西本二 文史 540 540

江西 经济学 江西本二 文史 537 537

江西 秘书学 江西本二 文史 537 537

江西 社会工作 江西本二 文史 537 536

江西 市场营销 江西本二 文史 537 537

江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江西本二 文史 537 537

江西 西班牙语 江西本二 文史 537 537

江西 环境设计 江西艺术类 艺术文 758 694

江西 美术学(师范) 江西艺术类 艺术文 775 685

江西 视觉传达设计 江西艺术类 艺术文 729 672.4

江西 音乐表演 江西艺术类 艺术文 167.14 163.1

江西 音乐学(师范) 江西艺术类 艺术文 165.45 162.96

辽宁 地理科学(师范) 辽宁本二 理工 477 477

辽宁 电子信息工程 辽宁本二 理工 478 478



省份 专业 批次 科别 最高分 最低分

辽宁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辽宁本二 理工 397 390

辽宁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电子信息工程) 辽宁本二 理工 408 396

辽宁 俄语 辽宁本二 理工 488 479

辽宁 行政管理 辽宁本二 理工 478 477

辽宁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工业设计) 辽宁本二 理工 441 400

辽宁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辽宁本二 理工 412 393

辽宁 教育技术学(师范) 辽宁本二 理工 481 481

辽宁 金融学类(中外合作办学)(金融工程) 辽宁本二 理工 424 422

辽宁 经济学 辽宁本二 理工 491 483

辽宁 生物科学(师范) 辽宁本二 理工 491 482

辽宁 英语(师范) 辽宁本二 理工 496 496

辽宁 自动化类(中外合作办学)(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辽宁本二 理工 419 392

内蒙古 地理科学(师范) 内蒙古本二 理工 484 470

内蒙古 电子信息工程 内蒙古本二 理工 475 456

内蒙古 俄语 内蒙古本二 理工 463 460

内蒙古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内蒙古本二 理工 456 449

内蒙古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内蒙古本二 理工 451 451

内蒙古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内蒙古本二 理工 470 464

内蒙古 市场营销 内蒙古本二 理工 440 440

内蒙古 应用统计学 内蒙古本二 理工 487 476

山东 财务管理 山东本科批 理工 548 547

山东 车辆工程 山东本科批 理工 558 490

山东 地理科学(师范) 山东本科批 理工 549 549

山东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山东本科批 理工 485 454

山东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电子信息工程) 山东本科批 理工 550 454

山东 法学 山东本科批 理工 547 546

山东 翻译 山东本科批 理工 556 556

山东 汉语国际教育 山东本科批 理工 556 547

山东 化学(师范) 山东本科批 理工 580 550

山东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工业设计) 山东本科批 理工 486 455

山东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山东本科批 理工 519 457

山东 教育技术学(师范) 山东本科批 理工 549 549

山东 金融学类(中外合作办学)(金融工程) 山东本科批 理工 554 480

山东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山东本科批 理工 561 558

山东 应用心理学 山东本科批 理工 548 548

山东 自动化类(中外合作办学)(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山东本科批 理工 495 453

山东 法学 山东本科批 文史 550 550

山东 广播电视学 山东本科批 文史 592 550

山东 汉语国际教育 山东本科批 文史 554 554

山东 汉语言文学(师范) 山东本科批 文史 561 561

山东 教育技术学(师范) 山东本科批 文史 558 551

山东 金融工程 山东本科批 文史 551 551

山东 经济学 山东本科批 文史 558 558

山东 历史学(师范) 山东本科批 文史 556 553

山东 日语 山东本科批 文史 557 557

山东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山东本科批 文史 555 552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山东艺术类 艺术理 393.28 385.86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山东艺术类 艺术文 378.4 376

山东 广播电视编导 山东艺术类 艺术文 780.63 680.27

山东 环境设计 山东艺术类 艺术文 789 712



省份 专业 批次 科别 最高分 最低分

山东 美术学(师范) 山东艺术类 艺术文 795 705.5

山东 视觉传达设计 山东艺术类 艺术文 762.5 703

山东 书法学 山东艺术类 艺术文 846 702

山东 舞蹈编导 山东艺术类 艺术文 91.53 91.53

山东 音乐表演 山东艺术类 艺术文 253 250.3

山东 音乐学(师范) 山东艺术类 艺术文 272 244

山西 材料科学与工程 山西本二 理工 475 465

山西 测绘工程 山西本二 理工 473 468

山西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山西本二 理工 469 469

山西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山西本二 理工 468 465

山西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山西本二 理工 468 467

山西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山西本二 理工 468 466

山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山西本二 理工 470 470

山西 教育技术学(师范) 山西本二 理工 473 472

山西 金融工程 山西本二 理工 472 472

山西 软件工程 山西本二 理工 472 471

山西 生物科学(师范) 山西本二 理工 473 473

山西 市场营销 山西本二 理工 471 467

山西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山西本二 理工 474 474

山西 物理学(师范) 山西本二 理工 474 474

山西 西班牙语 山西本二 理工 479 479

山西 园林 山西本二 理工 467 466

山西 翻译 山西本二 文史 512 512

山西 汉语言文学(师范) 山西本二 文史 519 515

山西 金融工程 山西本二 文史 514 512

山西 环境设计 山西艺术类 艺术 602 522.6

山西 美术学(师范) 山西艺术类 艺术 587 515.7

山西 视觉传达设计 山西艺术类 艺术 577.6 510.6

山西 书法学 山西艺术类 艺术 762.5 661

陕西 车辆工程 陕西本二 理工 455 454

陕西 化学(师范) 陕西本二 理工 470 464

陕西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陕西本二 理工 456 456

陕西 软件工程 陕西本二 理工 459 452

陕西 生物科学(师范) 陕西本二 理工 472 464

陕西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陕西本二 理工 508 475

陕西 物理学(师范) 陕西本二 理工 463 463

陕西 园林 陕西本二 理工 450 450

陕西 俄语 陕西本二 文史 511 511

陕西 法学 陕西本二 文史 517 511

陕西 汉语国际教育 陕西本二 文史 513 511

陕西 汉语言文学(师范) 陕西本二 文史 521 515

陕西 日语 陕西本二 文史 511 510

陕西 英语(师范) 陕西本二 文史 514 514

陕西 应用心理学 陕西本二 文史 513 512

四川 城乡规划 四川本二 理工 519 516

四川 电子信息工程 四川本二 理工 518 516

四川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四川本二 理工 517 515

四川 汉语国际教育 四川本二 理工 519 518

四川 化学(师范) 四川本二 理工 526 526

四川 环境工程 四川本二 理工 518 516



省份 专业 批次 科别 最高分 最低分

四川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四川本二 理工 520 515

四川 金融工程 四川本二 理工 530 518

四川 日语 四川本二 理工 519 516

四川 软件工程 四川本二 理工 522 522

四川 生物科学(师范) 四川本二 理工 526 521

四川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四川本二 理工 525 521

四川 遥感科学与技术 四川本二 理工 518 514

四川 财务管理 四川本二 文史 548 546

四川 广播电视学 四川本二 文史 545 545

四川 汉语国际教育 四川本二 文史 544 544

四川 汉语言文学(师范) 四川本二 文史 554 546

四川 经济学 四川本二 文史 546 546

四川 秘书学 四川本二 文史 547 546

四川 社会工作 四川本二 文史 544 544

四川 市场营销 四川本二 文史 545 544

四川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四川本二 文史 551 551

四川 哲学 四川本二 文史 546 546

新疆 化学(师范)(定向) 新疆本二汉语言 理工 428 418

新疆 生物科学(师范)(定向) 新疆本二汉语言 理工 433 433

新疆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定向) 新疆本二汉语言 理工 441 441

新疆 物理学(师范)(定向) 新疆本二汉语言 理工 415 415

新疆 小学教育(师范)(定向) 新疆本二汉语言 理工 417 408

新疆 小学教育(师范)(定向) 新疆本二民考汉 理工 316 304

新疆 应用统计学(定向) 新疆本二汉语言 理工 416 416

新疆 汉语言文学(师范)(定向) 新疆本二汉语言 文史 483 483

新疆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定向) 新疆本二汉语言 文史 471 471

新疆 学前教育(师范)(定向) 新疆本二汉语言 文史 490 459

新疆 学前教育(师范)(定向) 新疆本二民考汉 文史 366 363

新疆 英语(师范)(定向) 新疆本二汉语言 文史 460 460

新疆 美术学(师范)(定向) 新疆艺术提前批 艺术类 501 481

新疆 音乐学(师范)(定向) 新疆艺术提前批 艺术类 232.68 227.58

云南 车辆工程 云南本二 理工 492 491

云南 地理信息科学 云南本二 理工 497 497

云南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云南本二 理工 494 494

云南 电子信息工程 云南本二 理工 496 495

云南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云南本二 理工 492 490

云南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云南本二 理工 495 494

云南 汉语国际教育 云南本二 理工 510 504

云南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云南本二 理工 492 492

云南 金融工程 云南本二 理工 499 499

云南 经济学 云南本二 理工 504 504

云南 旅游管理 云南本二 理工 498 496

云南 日语 云南本二 理工 499 499

云南 社会工作 云南本二 理工 497 490

云南 生物科学(师范) 云南本二 理工 497 496

云南 生物制药 云南本二 理工 497 490

云南 市场营销 云南本二 理工 494 490

云南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云南本二 理工 501 500

云南 制药工程 云南本二 理工 492 490

云南 财务管理 云南本二 文史 557 557



省份 专业 批次 科别 最高分 最低分

云南 翻译 云南本二 文史 558 558

云南 国际经济与贸易 云南本二 文史 559 555

云南 行政管理 云南本二 文史 556 556

云南 历史学(师范) 云南本二 文史 556 555

云南 旅游管理 云南本二 文史 555 555

云南 社会工作 云南本二 文史 556 556

云南 市场营销 云南本二 文史 555 555

云南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云南本二 文史 558 557

浙江 电子信息工程 浙江二段 综合 571 569

浙江 电子信息工程 浙江一段 综合 581 581

浙江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浙江二段 综合 561 559

浙江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电子信息工程) 浙江二段 综合 567 559

浙江 俄语 浙江一段 综合 589 582

浙江 法学 浙江一段 综合 585 585

浙江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浙江二段 综合 568 568

浙江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浙江一段 综合 579 579

浙江 广告学 浙江一段 综合 585 582

浙江 汉语国际教育 浙江一段 综合 582 581

浙江 汉语言文学(师范) 浙江一段 综合 600 600

浙江 行政管理 浙江一段 综合 590 584

浙江 化学(师范) 浙江一段 综合 590 590

浙江 环境工程 浙江二段 综合 580 569

浙江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工业设计) 浙江二段 综合 548 540

浙江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浙江二段 综合 557 549

浙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浙江一段 综合 585 585

浙江 教育技术学(师范) 浙江一段 综合 584 584

浙江 金融学类(中外合作办学)(金融工程) 浙江二段 综合 570 570

浙江 经济学 浙江一段 综合 591 584

浙江 历史学(师范) 浙江一段 综合 602 602

浙江 生物技术 浙江二段 综合 570 568

浙江 生物科学(师范) 浙江一段 综合 595 595

浙江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浙江一段 综合 596 595

浙江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浙江一段 综合 592 592

浙江 文化产业管理 浙江一段 综合 584 581

浙江 应用统计学 浙江一段 综合 584 579

浙江 哲学 浙江二段 综合 583 583

浙江 哲学 浙江一段 综合 583 582

浙江 自动化类(中外合作办学)(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浙江二段 综合 554 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