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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多了3420人
我市今年普通高招共报名

63824人，比去年增加了3420人，增
幅为5.4％。其中参加普通类全国
统考的考生 53499人，占考生总数
的84％，比去年增加了1146人；另
外有专升本考生6474人，对口升学
考生 3851人，兼报体育单招考生
127人，兼报盲聋哑单招考生13人。

除去已被高校提前单招录取
的以外，参加本次全国统考的考生
有 55934人，比去年净增 4488人。
全市 6 县 2 区加市直共设 9 个考
区，31个考点，1937个考场，其中
普通类考场 1597个，专升本考场
221个，对口升学考场 119个。考
生人数继续处于高位运行，主考、
监考教师及其他各类考务工作人
员将达到1万多人。
●新增特殊类型招生违规惩处

与往年相比，今年我省新增加
了对特殊类型招生违规行为的惩
处措施。

我省将执行有关特殊类型招
生工作要求，切实履行工作严格报

名条件、材料审查、学校考核、监督
制约和造假惩处，严厉打击证书、
发明、专利、论文买卖和造假行为，
不得将社会机构和公司提供的测评
结果与招生工作挂钩，不得以“生
源基地”等形式圈定中学范围。

同时，我省将对在特殊类型招
生中违规的考生、高校、中学及有
关工作人员进行从严查处。其中，
凡提供虚假个人信息或申请材料
的，均应当认定为在国家教育考试
中作弊，取消其相关类型招生的报
名、考试和录取资格，同时通报有
关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或教育行政
部门取消其当年高考报名、考试和
录取资格，并视情节轻重给予 3年
内暂停参加各类国家教育考试的
处理。
●录取不入学来年志愿受限

值得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的
是，今年，我省强化考试招生诚信
工作，明确了对违背志愿失信行为
的惩戒措施。

填报志愿是考生自我承诺与
高校的约定，普通高校招生实行按

考生志愿投档录取，填报志愿后不
履行志愿约定或录取后不入学，均
属于失信行为。

今年，对于在普通高校招生录
取中不履行志愿约定的失信考生，
当批次录取电子档案停止运转，录
取后不实际入学，2019年再次报名
参加高考将限制其填报志愿的学校
数量，在实行平行志愿的各批次，允
许其填报志愿的学校数不超过2个。

此外，考生失信事实将记入其
个人诚信档案，在普通高招录取中
向高校提供，高校可以作为对考生
品德衡量的依据，拒绝录取失信考
生。
●录取批次有调整

今年，我省高招中原提前批中
的艺术、体育专科并入专科提前批
录取，批次安排进一步优化，考生
选择更加合理，组织效率将显著提
升。

此外，对丹江口水库移民考生
加分照顾 5年的期限已到，今年不
再加分。对其他照顾对象的加分
政策仍与去年相同。

我市举行2018年高考新闻发布会

对考生有句劝：被录取了就别再任性

■文/晚报首席记者 贾若晨 图/晚报首席记者 魏文慧

我市高考人数增加，服
务考生措施入微，我省高招
政 策 有 变 ……6 月 1 日 下
午，我市举行2018年高考新
闻发布会，市公安局、市无
线电管理局、市招生办公室
等部门有关负责人现场发
布我省高招政策和我市高
考措施，并围绕高考及高招
热点问题现场接受记者采
访。在今年的高招中，考生
如果因为嫌弃录取学校而
放弃入学将面临很严重的
后果。

今年高招的考生志愿分
为本科提前批（公安、司法专
科随该批）、国家专项计划本
科批、本科一批（含自主招生
等特殊类型招生）、地方专项
计划本科批、本科二批、专科
提前批（含艺术、体育、士官
直招、空乘、航海等专科）和
高职高专批。

考生志愿在网上填报，
分三次进行：第一次在6月25
日—28日，填报本科提前批
（公安、司法专科随该批）、国
家专项计划本科批、专升本
志愿和对口招生志愿；第二
次在 7月 2日—7日，填报本
科一批、地方专项计划本科
批、本科二批志愿；第三次在
7月 9日—13日，填报专科提
前批和高职高专批志愿。考
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
愿填报并保存，在规定的截
止时间前允许有两次修改，
此后将无法更改。

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和
高职高专批均实行平行志
愿，本科一批可填报1~6个高
校志愿，本科二批可填报1~9

个高校志愿，高职高专批可
填报1~6个高校志愿，每个高
校志愿可填 1~5个专业和是
否同意调剂专业。

本科提前批、国家专项
计划本科批、地方专项计划
本科批和专科提前批第一志
愿可填报1个高校志愿，第二
志愿为平行志愿（艺术类除
外），可填报1~4个高校志愿，
每个高校志愿可填报 1~5个
专业和是否同意调剂专业。

考生网上填报志愿后，
须履行书面签字确认手续。
县（区）招办依据考生网上保
存的志愿信息打印出志愿
表，由考生本人在规定时间
内签字确认，并存入考生档
案。志愿经考生签字确认
后，录取时不得放弃；考生确
认后的志愿信息任何人不得
改动，否则，将依法依纪严肃
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考生
志愿一定要由考生本人填
报，家长、老师、同学及其他
任何人不得代替。因考生本
人填报疏漏或失误造成的后
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责任。

为严防某些不法分子利
用通讯器材作弊，我省今年
普通高考继续实行考生“无
声入场”制度，即所有考生入
场检查时，金属探测器不发
出报警声响。

考生入场时，实行金属探
测检查，金属探测器未报警者
为合格，然后进入身份验证程
序。金属探测器报警为不合
格，考生自行处理禁带物品
后重新接受全面检查。检查
仍不合格交考点复检组进行
复检，合格后方可入场。

考生可以戴有金属材料
的眼镜，但不得附有禁带物
品。考生因身体原因需要带
入的特殊物品（如助听器、体
内植入的金属材料、心脏起
搏器、轮椅、拐杖等），须由高
考体检的医疗机构出具相关
证明和考区招办出具的审核
材料。考生应于考试前办理
所需手续，入场受检时出示
以上证明材料。对身体内安
装植入金属物的考生，医疗
证明上标注的部位与考生身
体报警部位必须一致，非对

应部位按规定程序进行检
查，不合格者必须复检。

考生须签订诚信考试承
诺书，承诺自觉接受、配合检
查。对未按要求做好准备或
不配合检查造成的后果由考
生自己承担。检查中发现疑
似禁带物品，要求考生出示；
拒不配合的，监考员有权阻
止其进入考场。因个人原因
迟到的考生，也必须接受入
场检查，由此延误考试时间
的后果由考生自负。

市招办特别提醒广大考
生，考前要准备好无金属材
料的衣服和鞋帽，进入考场
时，不要携带有发送或接收
信息功能的设备，电子存储
记忆录放、扫描设备，手表等
计时工具，涂改液、修正带等
各种文具；不要穿戴或携带
有金属物质的项链、耳坠、发
卡、手镯、戒指、钥匙、硬币
等；不要携带各种磁卡，如餐
卡、房卡、公交卡、银行卡等；
不要自带食品、饮品及其他
非考试必需物品，确保入场
检查时顺利通过。

市招办在新闻发布会上
郑重提醒我市广大考生：在
填报志愿时，要充分考虑自
己的高考成绩，专业兴趣、身
体状况、家庭经济条件、未来
就业前景等诸多因素，一定
要经过深思熟虑，慎重填报，
不可儿戏。不愿上的学校或
者不喜欢的专业不要填报，既
然报了就要讲诚信，如果毁约
或者录取后不去报到，将把自
己推到失信考生行列。

据了解，近年来本科录

取不报到考生人数有所增
加，造成招生计划很大的浪
费。填报志愿既是考生的自
我承诺，又是与高校的约定，
普通高校招生是依据考试分
数、按考生志愿投档录取的，
放弃录取或录取后不报到，
是一种既损人又不利己的失
信行为，浪费了招生计划资
源，牺牲了其他考生上大学
的机会，影响高校对我省招
生计划的投放，也对考生个
人和家庭带来消极影响。

选报志愿要慎重

填报志愿时间要记牢

“无声入场”对“装备”有要求

■

●考生身份证能快速办理
为解决特殊时期高考、征兵等

群众急用证问题，省公安厅在全省
身份证管理系统中添加“快速通道”
模块。对急用证人员，派出所会在
受理身份证信息时选择“快速通
道”，市、县公安机关对“快速通道”
证件会在当日内完成审核、签发、抽
检、打包；省厅制证中心会在 9日内
完成证件制作，大大缩短制证期限。
特别特殊的情况，我市公安部门会及
时向省厅汇报，争取尽快制证。

身份证丢失后，考生到就近的派

出所办理身份证挂失业务；需要办理
临时身份证的，户籍地的县级公安机
关会在当日内完成证件制作；来不及
办理临时身份证的，考生可就近到警
务室或派出所打印户籍证明。
●考前一小时开始交通管制

高考当日，市交警部门将在各
考点门前安排足够警力，指挥疏导
过往车辆，清理乱停乱放车辆；提前
一个小时对考点前道路实行临时交
通管制，考试结束半小时以后解除
交通管制，切实维护好考场周边交
通秩序。

同时，我市交警部门还将考点
周围道路还将设置禁鸣标志，禁止
汽车鸣笛，给考生提供一个良好的
考试环境；开辟绿色通道，保证高考
工作车辆和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通
行，必要时可以警车引导，以保障考
试顺利进行；在考点设立服务台，为
广大考生提供饮用水、防暑降温药
品等物品，随时为广大考生提供帮
助和服务；在市区和各考点前配备
警车等车辆，遇有考生或家长求助
等紧急情况，及时安排车辆接送考
生，确保考生安全、准时应考。

●3名监考+视频监考
今年高考中，我市实行人防技

防物防相结合，构建和完善考试安
全防范体系。每考场配备 3名监考
员，每 4个考场配备一名视频监考
员。继续实行考生参加考试所用文
具不得自带，由考区负责统一配备
的做法。进一步完善标准化考点作
弊防控系统、考生身份验证系统、考
场视频监控系统、应急处置系统，全
面提升考试实时监控能力。高招办
协同公安和无线电管理部门查处和
打击无线电作弊。各考点均设立公

安勤务室，由两名及以上公安民警
和考点指定的专职人员共同组成，
依法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人员进行快
速处置。
●考场周围无线电全监测

高考期间，市无线电管理局会
使用固定无线电监测站、无线电监
测小型站、移动监测车、便携式频谱
分析仪等无线电监测设备对考场周
围进行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异常
信号，立即与考点周边考前监测数
据库进行比对，及时发现考试作弊
信号。

在确认是作弊信号后，市无线
电管理局会立即启用无线电频谱分
析设备，通过交叉测向定位，在最短
时间内确定作弊信号源位置并予以
查处。对发射时间较短，难以查找
的考试作弊信号，即刻启动无线电
管制设备对其进行大功率压制、阻
断并向其发射警告信息。

对发现组织考试舞弊的团伙和
个人，无线电管理部门还将联合公
安部门进行执法，保障高考的公平、

公正。

这些提醒别忽视

考试安全防范体系更完善

这些服务更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