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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宝宝登场 高考人数创新高
今年我省98.38万人报名高考，6月6日下午看考点并演练“无声入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文 白周峰 摄影

核心提示丨再有一周，2018年高考就要拉开大幕，考生正在为圆梦高考做最后冲刺。
今年，河南共有多少考生迎来人生大考，招生录取政策方面又有哪些变化？5月31日，河南省招

办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了我省今年高招基本情况。

全省98.38万人报名高考，创历史新高

今年，2000年出生的千禧宝
宝将走进考场，迎接人生第一场大
考。

据通报，今年我省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报名总人数 98.38万人，较
去年增加 11.8 万人，创历史新
高 。 其 中 ，全 国 统 考 考
生 77.94 万 人 ，比 上 年 增
加 6.55 万人；“ 对口 ”招生报

考 人 数 9.45 万 人 ，比 上 年 增
加 1.26 万人；“ 专升本 ”报考
人 数 10.99 万 人 ，比 上 年 增
加 3.99 万人。

为此，今年全省共设考点 859
个 ，均 为 标 准 化 考 点 ，考
场 34481 个，考生及涉考工作人
员近 15万人，考试规模仍居全国
前列。

按照全国统一安排，今年的高
考时间和往年一样，6月7日、8日
两天。我省高考科目仍为3+文综
\理综。高考评卷工作由省招委统
一组织和管理，实行网上评卷，6月
25日零时起，可查询高考成绩。
对成绩有异议，可与6月27日18：
00前提交复核申请。

6月6日下午，全省考生看考点，演练“无声入场”

根据安排，6月6日下午，在考
生熟悉高考考场时，全省各考点将
组织考生进行实战演练，确保考生
衣物符合“无声入场”的要求。

省招办提醒考生和家长：“全
省教育招生部门将为考生提供细
致周到的服务，广大考生只要按照
要求认真做好考前准备，主动配合

身份核验和随身物品检查，都会顺
利入场，轻松应考。”

此外，如果在考场遇到因出
汗、手指蜕皮等指纹验证通不过的
情况，省招办提醒考生，若指纹比
对三次未通过，可拍照后先入场考
试。监考员暂留其身份证和准考
证，待开考15分钟后，由主考或一

名副主考通过身份验证系统主考
终端进行报名照片、入场照片和身
份证三对照检查。认定无误的，考
试结束前将身份证、准考证退回所
在考场，返还考生；无法认定的，考
生在当科考试结束后到考务办公
室现场认定。

考区“统一文具”，加强无线电器材作弊治理

今年，我省将加强无线电器材
作弊的综合治理，全省继续实行

“无声入场”和考区“统一文具”，巡
考人员配备便携式无线电信号探
测仪，考场配备无线电信号屏蔽
器，多措并举防范无线电器材作
弊。

此外，还将积极创造条件，采

取租用侦测设备、购买侦测服务等
办法，加大考试期间无线电作弊信
号联网侦测力度，扩大联网侦测的
考点覆盖范围。

高考期间，省招办将利用专业
监控平台，同时在全省招生系统组
建网上监测队伍，提前进入工作状
态，不间断地对网络有害信息进行

监控，实行“日报告”“零报告”、重
要信息“即时报告”制度。

各地加强无线电作弊信号联
网侦测的网上巡查，配合公安、工
信部门对作弊信号进行测向定位、
阻断干扰，对信号发射源进行查
处，严厉打击各种涉考违法犯罪。

仍实行平行志愿，本科一批可填6所高校

今年，河南高招志愿填报系统
将于6月25日8：00开通，7月13
日18：00截止，考生可分三次完成
填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通
气会上了解到，志愿填报方面，今
年我省政策与往年没有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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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设置1个特殊类型，即
自主招生、高校专项、高水平艺术
团、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志愿，已取
得相应资格的考生，可在以上4类
中选报1类，不得兼报。特殊类型
招生志愿在本科一批之前投档录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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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科提前批志愿中，考生只
能从体育、艺术、军事、公安（含专
科）、司法（含专科）以及其他有特
殊要求的普通高校中选报其中一
类，不得兼报。专科提前批不同类
别（体育、艺术、定向培养士官、空
乘、航海等）之间也不得兼报。

专设军队招收飞行学员（简称
招飞）志愿，海、空军招飞全面检测
合格的考生方可填报，在本科提前
批之前录取。如军队招飞未被录
取，考生仍可参加提前录取批次的
军队、公安、司法、民航及其他院校
的录取。

常规录取结束后，本、专科均不补录

据了解，全省统一高招
录取将于7月9日启幕，分
7个录取批次，8月11日，录
取工作全部结束。

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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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培养士官、空乘、航
海等专科）和高职高专批。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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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注意的是，今
年我省常规录取工作结束
后，本、专科层次招生均不
组织补录。而为了提高高
职高专生源利用率和录取
工作效率，专科层次将视情
况增加征集志愿次数、延长
征集志愿时间。

提供虚假个人材料视为作弊，
严重者3年内将被停考

与往年相比，今年我省
新增加对特殊类型招生的
规范管理，加大对资格造假
的惩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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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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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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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招办将综合利用大
数据分析筛查身份存疑考
生。对临时身份证考生、身
份证显示为少数民族但父
母为汉族、以外省籍身份报
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身份存
疑、头像高相似度、跨省重
复报名、有高校学籍、申报
农村专项计划等考生全部
下发属地招办核查，同时对
涉及户籍的，请公安厅协助
核查。通过严格的核查，并
采取限制打印准考证、取消
报名资格、发送不公开告知
信等措施。

录取后不入学，来年志愿填报学校减至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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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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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江口水库移民考生的加分政策不再有效

根据《关于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丹江口水库移民安
置优惠政策的通知》（豫政
〔2008〕56号），移民搬迁后
5年内，移民考生在中招、高
招录取中给予降5~10分照
顾。2018年，我省高招中，
丹江口水库移民的考生加
分照顾政策将不再有效。

2018年享有加分照顾
政策的考生有五大类：

其中，烈士子女、在服
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
上或被战区（原大军区）以
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

役军人可在统考成绩总分
基础上加20分投档。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
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
台湾省籍考生、侨眷（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居住
在本省的眷属可参照执行；
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和省

“百人计划”的海外高层次
留学人才的中国籍子女，参
照此条执行）可在统考成绩
总分基础上加10分投档。

少数民族考生可在统
考成绩总分基础上加5分
投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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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高考人数长期位居全国前列，今年较去年增加 11.8万人，创历史新高。图为去年高考时郑州考生走进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