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绿牌专业指失业量较小，就业

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高的专
业。红牌专业指失业量较大，就业率、
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低的专业。

2016年本科就业
绿牌红牌专业

绿牌专业：
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
通信工程 审计学
广告学 车辆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其中，软件工程、网络工程、
通信工程、车辆工程专业上届也
是绿牌专业

红牌专业：
应用心理学 化学
音乐表演 生物技术
生物科学 美术学

其中应用心理学、生物科学、
美术学、音乐表演上届也是红牌
专业，美术学则是连续三届红牌

录取批次 填报志愿时间
●军队、武警、公安、司法类本科学校及安排在本
科提前批录取的其它本科学校
●贫困地区专项计划（即国家专项计划）
●需面试的公安类专科学校

本
科
提
前
批

6月28日8:00至17:30

●艺术类本科学校（使用“校考”成绩录取）
●艺术类本科学校（使用“省统考”成绩录取）

7月7日8:00至8日17:30

●本科第一批（文史、理工、体育）
●高校专项计划、自主招生、高水平艺术团、高水
平运动队等特殊类型招生
●地方农村专项计划

7月7日8:00至8日17:30

●本科第二批（文史、理工、体育） 7月21日8:00至22日17:30

●本科第三批（文史、理工、体育） 7月31日8:00至8月1日17:30

●专科提前批（文史、理工、艺术）

●高职(专科)批（文史、理工、体育）
8月10日8:00至12日17:30

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

时间：6月27日早上9点至下午6点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考生家长看过来

1 当投档成绩相同
时，按高考成绩与会考成
绩之和进行排序

2 当高考成绩与会
考成绩仍相同时，按高考
成绩进行排序

3 当高考成绩仍相
同时，按语文、数学、英语
三科成绩之和进行排序

4 当语文、数学、英
语三科成绩之和仍相同
时，按单科顺序并依照单
科高考成绩进行排序。
其中，文史类的排序是：
语文、数学、英语、政治、
历史、地理；理工类的排
序是：语文、数学、英语、
物理、化学、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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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6日讯 (记者陈蔚林 通
讯员高春燕)自6月23日我省普通高考成绩
查询通道开通以来，截至目前，部分批次录
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经划定，部分高考考
生投档成绩分布表也已经公布。根据安
排，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将于6月28日正式
启动。

记者从省考试局了解到，今年我省有6
万多名考生参加高考，全国共有1263所高
校在我省招生，录取计划共 57745 个（其

中，本科招生计划34563个、专科计划23182
个），本科招生再创历年新高。本科提前批
（含需面试的部分专科学校）和实施“国家
专项计划”的学校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8
日8：00至17：30。其中，在本科提前批录
取的艺术类本科学校的填报志愿时间与本
科第一批学校同时进行。特殊类型招生、
高校专项计划、本科第一批、地方农村专
项计划、艺术类本科学校志愿填报时间为
7月7日8：00至8日17：30。

要想进入理想高校就读，考得好也得
报得准。为了做好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的指
导工作，确保今年招生录取工作顺利进
行，省考试局于6月26日召开了2016年海
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工作培训会，
对相关工作进行部署和指导。

6月27日早上9点至下午6点，2016年
第四届普通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将在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为广大考生、家长与省
内外高校搭建最权威的交流互动平台，助力

考生科学、合理填报志愿。届时，省考试局
有关负责人将现场解读相关招生政策，来琼
招生的全国140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也将接
受考生与家长的现场咨询。

28日起将进入志愿填报时间，广大考生
应该重视哪些问题、掌握哪些原则、避开哪
些误区？本报也邀请到有关专家为考生、家
长们支支招，推出一期有关志愿填报指导的
图视版，希望能帮助考生们科学合理填报志
愿，顺利考上理想大学。

全国高校计划在琼招生57745人，本科提前批志愿明起填报

上理想大学，考得好更要报得准

第一步 输入网址http：//ea.hainan.
gov.cn/ 登录海南省考试局官网选择
进入志愿填报系统。

根据报考卡的尾数是单数还是双
数，选择进入对应的服务器。

第三步 登录成功后，选择要填
报的志愿类型。

2016年我省考生投档成绩分布表

（单位：人）

注：不含限报

考生；投档成绩为
考生高考成绩综合
分、基础会考总分
的10%、照顾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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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看懂
大学生就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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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专业大学生的就
业趋势如何？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日前发布
的《2016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
告》，2015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
的就业率为91.7%，其中，本科院
校毕业生为92.2%，高职高专为
91.2%，与 2014 届（92.1%）和
2013届（91.4%）基本持平。

6个志愿如何形成合理梯度？

1、实事求是，找准自己的位置
2、所填志愿拉开档次
3、冷门与热门学校、专业相结合
4、省内与省外院校相结合
5、避开体检结果所限学校、专业
6、各批次学校志愿、专业志愿填
满，尽量服从专业调剂

选择“冲”的学校，可参考往年投档的最低分
选择“稳”的学校，可参考往年投档的居中分
选择“保”的学校，可参考往年投档的最高分
如果想就读热门的专业，最好是选择“稳”“保”，不用“冲”，

确保自己在所投档的考生中占有分数优势，能被录取到满意的
专业。如果考生对专业没有要求，可以“冲”“保”结合

1、按时及早报志愿
2、准确“点击”学校和专业的“下拉菜单”
3、不重复报一所学校
4、报完志愿后要进行核对
5、填报完成后，须点击“退出”按钮
6、未录取前密切关注省考试局网站，保持联络电话畅通
7、保管好密码

志愿填报系统
抢鲜看

第二步 输入卡号、密码、验证
码，点击登录按钮进入志愿填报系统。

防止“掉档”6大锦囊 注意7个问题

第四步 填写要报考的学校和
专业。

通过下拉框方式选择要填报的
学校；点击专业输入框，系统会弹出
专业选择框，点击专业名称，系统自
动确认选择该专业。修改专业或删
除专业，点击专业输入框，系统会弹
出专业选择框，选择要修改的专业名
称即可，如果删除专业则选择“不报
此专业”。

第五步 点击“确认”按钮，提交
志愿。

填报志愿完成后，考生须点击
“退出”按钮，以确保考生志愿信息的
安全。在规定的填报时间内，考生可
以随时上网修改志愿。

“冲稳保”法则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今年，我省将继续实行平行志愿的投档
录取模式。平行志愿虽然是风险相对较小的
一种志愿填报模式，但同样存在落选的风险。

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高春燕介绍，首
先，省考试局按照不高于招生计划数的1：
1.05比例对省外本科学校进行投档，把本省
本科学校、省内外高职和专科学校的投档比
例确定为招生计划数的1：1。这说明，在省
外本科学校不增加计划的情况下，多投出的
档案有可能被退档。而考生的档案投出后
又被学校退回，即便符合其他几个院校志愿
的投档条件，也不能再次投档了。

“考生的档案投给报考学校后，还有几种

情况可能被退档：一是如果考生成绩相对偏
低，报考的专业又比较热门且不服从专业调
剂；二是填报体检受限专业且又不服从专业调
剂；三是不符合某些专业录取的相关科目的成
绩要求且不服从专业调剂等等。”高春燕说。

高春燕提醒，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注
意6个志愿之间的梯度，可采取“冲一冲、稳
一稳、保一保”的办法来选择学校。“考生要
注意学校和专业之间的有效搭配。”高春燕
特别建议，优先选择专业的考生不妨把学校
的层次降低一些，这样在所报考的学校中才
会占有分数优势，录取到满意的专业；优先
选择学校的考生不妨避开一些热门专业且
多填报专业志愿，最好服从报考学校的专业
调剂，这样被录取的机会就会大一些。

对于是否应当选择“冲稳保”的办法来
选择学校，海南中学教师贾天友在2016高考
志愿填报专题咨询会上还有新的补充。他
认为，由于平行志愿中每个志愿都有被录取
的可能，考生在排列自己的6个平行志愿时
应该有不同的考虑和选择。

他建议，第1、2志愿可作上述的“冲一
冲”选择；第3、4志愿可作“稳一稳”选择；第
5志愿可作上述的“保一保”选择；但第6志愿
应该选择“垫一垫”。“尤其是处在中间分数
段的大半部分考生，还是首选‘稳一稳’为
宜。”贾天友说，如果真心想在本批次内选择
学校就读，第2、3、4就应作出“保一保”选择，
第5、6作出“垫一垫”选择。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

同分如何投档

900分及以上：5
800分及以上：167
700分及以上：1989
600分及以上：9860

900分及以上：3
800分及以上：99
700分及以上：1128
600分及以上：55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