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B04 图视 2017年7月5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陈彬 美编：陈海冰

分享本版内容请扫二维码
（见报当日八时更新）
数据整理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制图/陈海冰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高春燕）今年我省的录取工作共分本科提
前批、本科A批、本科B批、专科提前批、高职
专科批5个批次进行，从7月10日开始至8月
15日结束。

据了解，今年全国共有 1261 所高校在
我省投放招生计划，它们都十分重视在海
南的招生工作。其中，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众多 985、
211知名院校还派出招生组来琼争取优质

生源。
记者从省考试局获悉，除了调整本科

A批院校志愿数量设置外，我省考生填报
志愿办法、投档规则、录取政策、录取程序
等与去年相同——继续实行“分批次填报

志愿、分批次录取的办法”，让考生在知分、
知位的情况下合理填报志愿；在提前批中
录取的国家专项计划和使用我省艺术统考
成绩录取的艺术类本科院校，以及在其他
批次中录取的院校继续实行平行志愿的投

档录取模式。
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平行志愿

仍然存在风险，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应注意
综合分析合理定位，以“稳”为主，降低落选
的风险。

今年全国共有1261所高校在我省投放招生计划,省考试局为考生支招：

平行志愿填报要以“稳”字当头

凡文化课投档成绩达到艺术
类本科录取最低控制线376分的
艺术类考生，可根据本人参加我省
艺术专业考试的类别选择填报在
本科提前批录取的艺术类院校和
专业。

根据我省高考志愿填报和录
取时间安排，在提前批录取的艺术
类本科院校填报志愿时间与本科
A批填报时间相同，均为7月6日
8时至8日17时30分。

对此，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作

出说明，考生可以在7月6日8时
至8日 17时30分同时填报艺术
类提前批和本科A批，艺术类专
业志愿填报对本科 A批没有影
响。但是，录取是分批次进行的，
省考试局将先根据考生所填志
愿，在本科提前批进行投档，如考
生被录取，则不会进入本科A批
参加投档；如考生在本科提前批
未被录取，且分数达到本科A批
最低控制分数线，则可以进入本
科A批参加投档。

志愿填报篇

志愿
规划

正常落选的风险
省考试局给各高校是按计
划招生数的1∶1.05进行投
档的，超过计划数投出的档
案，招生学校一般会退档。

投档后被退档的风险
考生的档案投给报考学校后，如果考生的投档成绩相对偏低、
报考的专业又比较热门，或者是不符合专业录取的体检要求且
又不服从专业调剂，或者是不符合某些专业录取的相关科目的
成绩要求等等，都有可能被学校退档，从而出现落选的可能。

一个轮次投档的风险
一旦考生的档案投出后又被学校退
回，即使考生符合其他几个志愿的
投档条件，也不能再次投档，只能参
加征集志愿或下一个批次的录取。

志愿定位偏高而落选的风险
考生的成绩没有达到填报的所有学校
志愿的投档线，档案就不可能被投出。

志愿之间没有梯度而落选的风险
如果考生所填报的几个志愿之间没有适当
的“梯度”，则该考生就有可能出现前面的志
愿未能投出，后面的志愿也投不了档的情况。

根据自己的投档成绩，参考
各高校往年在我省的投档
和录取的成绩，综合分析后
合理定位，填报与自己投档
成绩相匹配的招生学校。

上网查阅报考学校
的招生章程，认真
研读招生章程中的
录取规则。

注意12个（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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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确
定各志愿之间的梯度。

根据专业的体检
要求和自己的体
检结果，避开受限
的专业，尽量不选
不宜就读的专业。

注意报考
专业对相
关科目成
绩的要求。

注意学校和专业之间的有效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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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优先选择学校的考生，
不妨避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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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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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落选风险 收好6大“锦囊”

艺术类本科院校与本科A批
志愿填报时间“撞车”
省考试局：考生可同时填报两个批次志愿

平行志愿有哪些特点？
志愿并列

考生所填报的多个院
校相互并列。即在同一投
档时间段，考生所填院校
均有可能被检索。

位次优先

在检索考生填报的院
校志愿前，首先要将所有考
生分科类按投档分从高分
到低分进行位次排列。投
档检索时，先从最高位次考
生志愿检索，再依次检索以
后位次的考生志愿。

遵循志愿

考生所填报的多个院校仍有自然顺序。
检索考生所填报的几个院校志愿时，是按考
生填报志愿时排列的院校自然顺序依次进行
的。当考生的投档分符合首先被检索到的院
校投档条件时，该生档案即投到该院校，由高
校择优录取。

一轮投档

考生档案一旦投出，即不再检索该生的
其他志愿，因此，对于考生来说他只有一次投
档机会。如果考生因几个平行志愿均未满足
条件而未被投档，或投档后被院校择优后退
档，他只有参加征集志愿或下一批次录取。

招生录取篇

小贴士
什么是平行志愿？

平行志愿是指考生填报的同一录取批次同一投档时间段中的多个院校志愿。
它体现了志愿之间的并列结构关系。

平行志愿填报存在5大风险

小提醒

今年我省填报志愿和录取的时间安排
我省高考考生投档成绩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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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取批次

本科

提前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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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A批

（文史、理工、体育）

地方农村专项计划

本省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

联合办学的本科专业

本科B批

（文史、理工、体育）

专科提前批

（文史、理工、艺术）

高职(专科)批

（文史、理工、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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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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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网上填报志

愿时间

已完成

7月6日8:00

至8日17:30

7月6日8:00

至8日17:30

7月24日8:00

至25日17:30

8月3日8:00

至5日17:30

学校录取时间

7月10日至12日

7月12日

7月13日

7月10日

7月11日至12日

7月15日

7月17日至22日

7月29日

至8月1日

8月7日至9日

8月11日至15日

预计征集志

愿时间

7月11日

7月13日

7月11日

7月19日

7月31日

8月8日

8月13日

高考录取期间
各市县招生办
值班电话

部分招生院校在海南投放的计划数

900分及以上 3 5

850分及以上 19 35

800分及以上 97 163

750分及以上 377 618

700分及以上 1158 1918

分数段 文史类 理工类

院校 提前批 国家专项计划 本科A批文史类 本科A批理工类 总计

北京大学 3 6 7 16
中国人民大学 1 7 6 14
清华大学 2 1 9 12
复旦大学 3 3 4 5 15
中山大学 1 10 26 37

海口 66293120
三亚 88657851
五指山 86623364
洋浦 28836653
文昌 63229549
琼海 62822775
万宁 62229290
屯昌 67811340
定安 63831880
澄迈 67620680
临高 28274176
儋州 23380801
保亭 83661006
琼中 86221946
白沙 27727032
陵水 83314103
昌江 26627600
乐东 85523409
东方 255158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