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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起，我省艺术本科 A 段、B 段和专科批次招生均实行平行志愿

填报志愿 你最关注的都在这里
本报讯（记者 王雪）今年起，我省进一步扩大艺术类平行志愿实施范围，在艺术本科 A 段、艺术本科 B 段和艺术专科批次

的各专业招生均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模式。 为啥改？ 怎么改？ 考生如何选报？ 6 月 22 日，市招办发布相关解读，以帮助考生恰当
地填报志愿。

为啥改？ 增 加选择机 会
为啥要在艺术类

志愿投档。 在艺术类招

平行志愿投档模

招生实行平行志愿投
档模式？ 《教育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
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
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
导意见》提出进一步完

生中实行平行志愿投
档模式，有助于建立分
类考试、 综合评价、多
元录取的高校艺术类
专业考试招生制度，提
高艺术类人才选拔质

式可以增加考生升学
志愿的选择机会，降低
考生填报志愿风险，提
高志愿匹配率和满意
度。 在艺术类招生中实
行平行志愿，符合广大

善高校艺术类招生录
取办法，逐步推行平行

量，符合教育部指导意
见精神和有关要求。

艺术类考生和家长的
愿望。

怎么改？ 2 个 不变、 3 个扩 大
今年艺术类专业招
生办法与此前有何异

计划设有专业组的高
校， 不设专业组的高校

生计划测算，按照 2022
年的艺术类招生办法，

同？与 2020 年起实行的
我省艺术类专业招生办
法相比较， 今年的艺术
类招生体现 2 个不变、3

无法调剂）。 投档模式
为， 分别按照第一志愿
和第二志愿的顺序，依
据高校报送的录取规则

我省高招艺术类专业录
取的新生，将有近 95%
通过平行志愿投档模式
录取。 艺术类各专业广

个扩大。
2 个不变： 批次设
置和分批原则总体不

分专业计算投档排序成
绩， 从高到低向高校投
档，由高校择优录取。

大考生填报志愿的风险
进一步降低， 志愿匹配
率和满意度持续提高。

变。 艺术类专业招录仍
包括本科提前批、A 段、
B 段，以及专科等批次。

3 个扩大： 平行志
愿覆盖艺术专业范围扩
大。 艺术本科 A 段、艺

平行志愿赋予考生
志愿选择机会的扩大。
对首次实行平行志愿的

艺术本科提前批志
愿设置和投档模式不
变。 艺术本科提前批设

术本科 B 段和艺术专
科批全部 7 个艺术类专
业（美术类、书法类、音

音乐、 舞蹈、 播音与主
持、编导制作、表演类考
生， 在艺术本科 A 段、

2 个志愿，1 个
“
学校+专
业（或专业类）”为 1 个
志愿， 每个志愿设置是

乐类、播音与主持类、表
演类、舞蹈类、编导制作
类）均实行平行志愿。

艺术本科 B 段、艺术专
科批每批次的院校志愿
个数均从 2 个增加到 9

否同意调剂专业 （专业
调剂仅适用于在豫招生

平行志愿覆盖艺术
考生群体扩大。 根据招

个， 考生可填报的志愿
数量大幅增加。

河南省优秀新闻栏目

替百姓说话 为政府分忧

咋选报？ 注 意事项有 这些
1.报志愿之前，考生和家长须
查阅并认真研读学校《招生章程》
相关规定， 准确了解学校的相关
专业录取规则和其他相关规定
（如成绩要求、 身体条件要求、对
器乐考生的乐器种类要求、 培养
方向、学费等重要信息）。 考生和
家长可通过学校官网查阅， 如有
疑问，务请联系招生学校咨询。
省教育考试院汇总各学校报
送的录取规则，于 6 月 24 日通过省
教育考试院网站（http://www.haeea.
cn）
“
公示信息”栏向社会公示。
2. 考生填报志愿应查阅省教
育考试院编印的招生专业目录
《招生考试之友》 所列学校及专
业，并认真阅读学校招生章程，充

分了解有关要求。
3. 平行志愿每个志愿允许填
报一所学校的一个专业 （或专业
类），投档以专业为单位，不设置
学校专业调剂。 如考生填报同一
所学校的不同专业， 须作为不同
志愿分别填报。
4. 尽量完整填写相应批次设
置的所有平行志愿。 从政策上讲，
少填甚至不填都是没有限制的，
但少填意味着录取机会的减少。
对于意向非常明确的考生， 可以
根据自己的意愿有选择地进行填
报；对于大多数考生而言，建议充
分表达自己的报考意愿， 完整填
写全部志愿， 增加自己被投档和
录取的机会。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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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 南阳市教育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乔栓旺带队值班《行风热线》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制定本地的中招工
作方案。

3.第一批次志愿：省、市级示范性普
通高中（含部分完全学校高中部）先录

市民咨询：今年秋期，市十五小（老

节目，主要介绍全市普通高中及中心城
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政策。 市民关注的
主要问题有入学政策及外地学籍如何
转回等。

录取原则
录取依据招生计划、 考试总成绩、
考生志愿、综合素质评定结果，坚持从

分配生、再录统招生。 7 月 25 日前录取
结束。
4. 第二批次志愿： 8 月 6 日前录
取结束。

校区）能不能实现午餐覆盖？
市教育局回复: 为了积极稳妥推进
“
学生午餐供应”工作，也为了给学生创
造良好的就餐环境，为学生提供优质的
午餐食品，学校对此慎重考虑，积极准
备。 第一，该校相关负责人先后到市十
二小、南阳市实验学校、市政府幼儿园
等学生供餐现场实地参观学习；到供餐

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计划录满为止。
考生前一批次未被录取，参与下一批次

行风反馈

普通高中录取工作，统一在“河南
省基础教育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系统
内，按照省市监管、分级组织、分级负责

志愿投档。
中心城区共有省提前批 、 市 提 前
批、第一批次、第二批次、第三批次志愿

5 . 第 三 批 志 愿 ： 8 月 16 日 前 录 取
结束。
报到要求
考生被录取后， 要及时到毕业 的

的原则，实行系统网络一体化管理。 市

一共 5 个批次志愿，上一批次被录取则

初中学校领取录取通知书和报到须

企业参观查看，了解校外供餐企业的情

教育局负责制定全市普通高中招生工
作方案并监督管理实施，负责中心城区
和南阳油田的统一招生组织工作。 各县

不参加下一批次志愿录取。 多层志愿的
设置，给了考生更多的选择机会，可满
足考生上普通高中学校的需求。
录取时间
1.省提前批：由省教育厅组织录取，
7 月 9 日前录取结束。
2.市提前批：7 月 12 日前录取结束。

知， 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进行报
到。 按照省教育厅规定， 未经网上统
一录取的学生一律不予注册普通高中
学籍； 考生在网上录取后未按规定时
间报到， 视为主动放弃普通高中录取
和学业资格， 省内所有普通高中一律
不能再次录取和注册。

况。 第二，该校七一路校区正在积极推
进原教育局办公楼改扩建工程， 同时，
积极推进午餐供应硬件设施 （空调、电
梯）到位，待午餐供应条件达到即开始
实施午餐供应。 ⑤2

行风关注

6 月 24 日 南阳市城市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