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专科录取新生787426人

普通高考招生录取712313人

本科录取337026人 专科录取375287人

本科一批录取91979人

2018年我省高招录取数据

会议通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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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
万人，仍居全国首位。

7月6日至8月27日，历
时53天，我省先后组织3次考
生填报志愿和18个批次征集
志愿，共计录取本专科新生
787426人，比去年增加5.7万
人。其中，普通高考招生录取
712313人，比去年增加43513
人。在普通高考招生录取的
712313 人 中 ，本 科 录 取
337026人，比去年增加16022
人；其中本科一批录取91979
人，比去年增加14857人。专
科录取375287人，比去年增
加27491人。

据了解，今年录取期间，
我省全力争取教育部及有关

省市、重点大学的重视和支
持，千方百计为河南学子争取
上大学、上好大学的更多机
会。集中录取期间，以优质生
源和热情服务，积极争取面向
全国的招生计划和省外高校
的机动计划。本科层次共计
争取扩招9660人，“211”以上
院校扩招2498人，其中“985”
院校扩招1172人；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在录取过程中都较
大幅度地增加了在我省的招
生计划，均保持了200人的历
史高位。

河南省招生办副主任杜
习民表示，我省积极实施分类
考试招生改革。今年，87所省
内高职院校参加提前单考单
招，录取145641人，单考单招

已成为高职高专学校招生主
渠道。中职毕业生升学率达
到 80.82%，专升本录取率达
到46.64%，人才成长立交桥
更加通畅；我省实行综合评价
招生的高校录取179人；自主
招生录取2583人，比去年增
加146人；高水平运动员、艺
术特长生等录取169人，均较
去年有所增加。

此外，农村考生升学之路
更宽广。今年，通过实施“国
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
地方专项计划”，录取农村及
贫困地区考生9860人，比去
年增加513人。录取农村定
向免费本科医学生、小学教育
（全科教师）考生3219人，比
去年增加 2142 人。对全省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考生，精
准做好志愿指导和录取审核，
全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登
记考生录取20631人，比去年
增加12718人。

此外，今年我省军队、民
航招收飞行学员工作再创佳
绩，录取人数创历史新高，共
计达到 628 人，比上年增加
140人。其中空军招飞录取
127人，较去年增加40人；海
军招飞录取121人，较去年增
加 36人；民航招飞录取 380
人，较去年增加64人。军队
招飞规模稳居全国第一。其
中，空军招飞录取文科最高分
629 分，超出文科一本线 82
分；理科最高分659分，超出
理科一本线160分。择优推
荐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
校进行“双学籍”培养入围21
人，居全国前列。

据悉，我省高考评卷工作
6月9日开始，6月24日结束。

在省高考评卷工作领导
小组的统一组织指挥下，各评
卷点设置学科评卷组、技术
组、安保组、后勤组、质检组及
纪检组，各负其责，把答题卡
扫描、网上评卷、质量监控等
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小。组
织精干力量参与答题卡扫描
工作，答题卡扫描场地采取封
闭管理、凭证出入，答题卡存
放及流转全过程在视频监控
下进行。所有参与扫描工作
人员逐人签订保密协议，严格
执行回避制度。评卷场地实
行24小时视频监控，专人值
守，全天候值班巡逻。根据教
育部、国家保密局规定，对评
卷参考实行秘密级管理。对
试卷、答题卡及评卷过程信息
等按照国家秘密级材料管理。

此外，严格选聘评卷教师，
上岗前进行全员业务和操作培
训。实行评卷小组、题目组、学
科组、质检组以及省总质检组
五级管理模式，层层把关，层层
负责；同时，严格执行评分参
考，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
宽严适度、始终如一。严格答
题卡扫描过程管理，对选择题
自动识别评判赋分，对非选择
题进行扫描、切割、存储，随机
分发，实行网上评阅。不同题
目由不同评卷组在加密状态下
评阅。评卷教师只能评阅系
统自动分发的题目，无法获取
题目相对应的任何考生信息。

今年我省78万多人圆梦象牙塔
高招录取结束，评卷保密措施堪比大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今年高考，河南省、市、
区、县(区)招办和2400余所在
豫招生院校共有3万余人参与
网上录取工作。

评卷如何精准公正，考生
答题卡如何安全运转，有无可
能被调包?针对这些考生和家
长关注的话题，新闻发布会
上，河南省招生办副主任杜习
民一一进行了解密。

热问一：答题卡如何运转？
答：我省答题卡和试卷实

行分别印制的办法。经过保
密运送至考场，开考前15分
钟，3名监考老师在监控和考
生的注视下，当场拆封分发答
题卡和条形码。考生检查条
形码无误后，粘贴在个人试卷
上，并填写相应的个人信息。

完成考试后，首先回收答
题卡。清点无误装入塑料袋，
再套入专用答题卡袋，贴上密
封条后，由同考场3名监考老

师在骑缝处一一签名确认。
并在监控中，举起向考生进行
展示。待考生走出考场，3名
监考老师沿规定的封闭通道
到达劳务办公室，验收合格后
将答题卡交由保密员，保密员
签字确认并转入保密箱。

每考完一科，答题卡以保
密箱为单位装箱封存入保密
室。保密室24小时监控，外围
也有24小时值班。待全部考
完，由公安部门负责运送至省
招办答题卡扫描点。考后封
存直到到达随机分配的扫描
机机位后，才能拆箱拆袋，检
查是否封存完整。检查后，由
两名老师共同进行扫描作业。
全过程中，评卷老师不接触答
题卡，而是分组通过网络评阅
扫描图像，每个评卷组只评一
道题，充分保证公开公平。

热问二：考生粘贴条形码
是否唯一？

答：考生个人信息条形
码，每人每科目考试均发放一
张，且是唯一的一张，没有备
用条形码。考生条形码随答
题卡印刷并运送至各市、县
（区）保密室，并在开考前随答
题卡统一发放。

需特别强调的是，条形码
是特殊制造，只能使用一次，
无法无痕撕下，撕下后必然会
留下印记，以保证条形码粘贴
后不能被调换。

条形码上包含五项内容：
考生姓名、考号、考场号、座位
号和条形码。

热问三：扫描过程中，如何
保证答题卡与考生一一对应？

答：每个考场30名考生，
30张答题卡以袋为单位进行扫
描。两名工作人员同时操作，
每袋扫描成功后，才能拆封下
一袋答题卡，扫描区域设置无
死角监控录像。扫描成功后，

须进行确认签字，一旦答题卡
出现扫描不清等问题，可追溯
至该扫描机器及扫描工作人员。

此外，系统内已事先存入
考场编排信息，当扫描的答题
卡与原存入信息一致时，系统
才能录入，如果有一张无法对
应，整袋答题卡都无法录入。
扫描过程中，计算机首先识别
的是条形码，当条形码信息与
系统原录入信息一致，且背面
座位号一致时，才能认定该答
题卡与考生的对应关系。

如果出现答题卡污损或
考生忘记填写信息等情况，导
致无法录入，将由扫描工作人
员进行核查，在30人范围内通
过原系统信息进行比对，依据
试卷上的条形码和手写信息，
一共3处共10个信息确认点。

热问四：答题卡有更改和
替换可能吗？

答：没有一个环节有这样

的可能。我省高考实行无声
入场，考区统一购买文具，考
场内，考生使用黑色字迹签字
笔和2B铅笔，监考人员使用
红色字迹圆珠笔。考场内还
设置录像监控，监考人员全程
签字记录都必须且只能使用
红色字迹圆珠笔。保密室在
登记过程中不允许出现任何黑
色签字笔。扫描室内，工作人
员进入需要进行检查，而扫描
台上只备有红色圆珠笔。答题
卡进入扫描现场后，不同科目
由不同班组进行保管，并随机
在不同机位不同时间由不同的
工作人员进行扫描。

也就是说，整个流程各环
节工作人员都不持有黑色字
迹签字笔，同时，整个流程都
在视频监控下进行。所以，想
要修改或调换答题卡，从整个
工作流程和后续查看录像的
情况来说，都不可能发生。

历时53天，录取78万
多人。8月30日，河南省招
生办公室召开2018年我省
普通高校招生工作新闻发
布会，会上透露，我省2018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自
2017 年 11 月报名开始启
动，历经考试、评卷、志愿填
报、集中录取等阶段工作，
历时10个月，已于8月27
日结束，共计录取本专科新
生787426人。

此外，针对“答题卡如
何运转？”“答题卡有无可能
被调包？”“考生条形码是否
唯一？”等考生和家长关注
的热点问题也进行了一一
解答。

有置换或涂改的可能吗？省招办解密答题卡运转流程
解密

数据 | 录取考生78万余
人，本科层次扩招9660人

变化 | 87所高职院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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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 | 评卷历时16天，
全程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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