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      蜜及豳

西

赣招委字 匚zO19〕 9号

关于转发 《教育部关于做妤 zO19年普通高校
招生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设区市、省直管县 (市 )招考委、教育局,省属各普通高校:

现将 《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教学 匚2019〕 1号 )转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领会并在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中遵照执行。

江西省高 考试委员会



教学〔⒛19〕 1号

教甯部关于做妤 zOu年螫通离校

招生工作的邋知

各省、自治区、苴辖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教甯厅(教委),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 关部门(单位)教甯司(局 ),部 属各离等

学校 :

⒛19年普通高校招坐工作要以习迸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太和十九届二中、三中佥会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佥国教育太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选拔和培养穗智体荚劳全面发展的袢会土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圭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9按 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进 一步推动改革创

新,加 强规范管理,提升工作精细化水平,确 保高校考试招生工作

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现就有关工作邋知如下。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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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力保障高考安全稳定

1。 落实考试安全责任制。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是本行政区域

内组织高考、治理考试环境、维护考试招生安全稳定、整肃考风考

纪的责任主体 ,主 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主要负责同志

是直接责任人。高校是本校考试招生(含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

责任主体 ,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是第一责任人 ,分管负责同志是直接

责任人。各地各校要在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下 ,加 强对高考工作

的组织领导9层 层落实考试安全主体责任”逐级签订考试安全责任

书。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指挥 ,亲 自把关、亲 自协调、亲 自督

察 ,不 能草率大意、粗糙行事。严格执行
“
集体议事、集体决策、会

议决定
”
制度 ,重 太问题决策要及时向省委省政府汇报 ,并 报告教

育部。

2。 强化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国家教育统一考试部门

联席会议斛度作用 ,健全联防联控、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集 中开

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

击替考作弊等专项行动,综 合治理考试环境。加强从制卷、运送、

保管、分发到施考全过程管理 ,确 保试题试卷绝对安全。加强标准

化考点的日常维护和升级 ,升级完善各项技术措施,严 密做好考务

组织和考场管理 ,强 化考风考纪监督。健全高考安全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领导小组 ,加 强对舆情和应急事件的预判研判 ,细 化完善应

急预案 ,快速要善处置突发事件。

二、太力促进入学机会公平

3D完 善招生计划管理。各地各校要严格执行教育部核定的本

科招生计划和备案的高职 (专 科)招 生计划 ,加 强省际间沟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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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合理确定分省招生计划,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继续实施
“
国家

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
”
。中央部门所属高校要根据国家

政策导向,严格控制属地招生计划比例,继续向盥点离校录取比例

相对较低的省份倾斜。

4。健金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盥点离校长效机制。备地和有

关离校要认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继 续实施鲎点离校招收农村和

贫因地区学生专项计划,严格实施区域、报考条件和资格审核,完

善招生办法,创 新考圭服务,推动专顼计划优惠跛策落实到位。要

深入贫因地区中学”加大专项计划宣传解读 ,为 农村和贫困地区学

生提供更多便利和帮助。

5.落 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离考政策。有关地方要进∵步

完善高考报名条件和办法,优化资格审核程序 ,确 保符合条件的进

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户籍就业人员随迁予女嘟能在当地参加高

考。对于不符合流入地报考条件的考生,流入地省级离校招生委

员会要主动协调流出地予以稳要解决”原则上回流出地参加高考。

加强对
“
离考移民

”
的综合治理 ,依法依规防范和打击违法违规跨

省(区 、市)获取离考报名资格的行为。

三、进一步深铠离考鼓革

-。稳要推进高考缘合敦革。积极推广上海市、浙江省在以招

促考、以考促教、以教促学改革等方面的典型做法,及 时研究解决

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海南

省要加强改革协同,积极借鉴试点蛏验 ,宪善具体举措,确 保改革

平稳推进。⒛18年启动改革的省份要结合本地实际,科 学制订离

考综合改革方案,精心做好方案发布和宣传解读工作。

7.深化考试内容改萃。zO19年高考命题要充分体现德智体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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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金面发展要求 ,以 立德树人为鲜明导向,减少:单 纯死记硬背的知

识性考察 ,推动学生关键能力和核心素养在教学和考试中的落地

落实 ,助 力高中育人方式改革。

⒏推进高中综合素质档案使用。各地要指导中学进一步完善

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制度 ,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思想品德、学

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表现 ,强 化监督和

公示 ,确 保内容真实准确。有关高校要积极探索在保送生、自主招

生、综合评价招生试点、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艺术体育类

专业、运动训练和民族传统体育、高职院校分类招考等类型中使用

综合素质档案,加 强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情况的考查评估 ,把 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 ,改 变简单以考试成绩评

价学生。有关高校要遵循人才培养规律 ,在统筹考虑城乡差异和

不同群体学生特点的基础上 9研 究制订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及

使用办法 9并提前向社会公布。

9.探 索在高校组织的考核中增设体育测试。有关高校要在保

送生、自主招生和高职院校分类招考等类型的学校考核中,积 极增

设体育测试 ,测 试项 目由高校 自定 ,测 试成绩作为录取的重要参

考 ,引 导考生更加重视体育锻炼。

四、完蕃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IO。 大力推进高职院校分类招考。各地要加大高职教育资源

统筹 ,进 ˉ步扩大高职分类招考规模。健全
“
文化素质十职业技

能
”
的评价方式和选拔制度 ,在 职业技能测试 中充分体现职业技

能、通用技术等内容 ,逐步形成符合高等职业教育培养规律和特点

的人才评价选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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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严格规范考试招虫鬻瑗

11。 强化招生信息公开。各地备校要严格执行国家、省级、离

校、中学四级信息公开制度 ,认舆落实招生信息十公开,细化公开

内容 ,规 范公开程序 ,自 觉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自主招生、保送生、高水平运动队、离水平艺术团等特殊类型招生

以及中央部属离校综合评价录取的资格考生信息和录取要求须及

时上传教甯部阳光高考平台进行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录取。

1a。严肃招生工作纪律。备地各校要严格执行国家招生政策

规定 ,严格遵守离校招生
“30个不得

”“
八顼基本要求

”
等纪律 9加

强考生报考资格、投档资格和录取资格审查。省级教甯行政部门

要认萁落实监管责任,会 同教宵纪检部门加强对属地离校的事前

事中事后监管。

13Ⅱ严厉惩处违规行为。对报名、考试、录取等招生各环节出

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各地各校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九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

办法》《普遇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确定的程序和

规定严肃处理,侬法侬规追究当事入及相关人员赏任;涉嫌犯罪

的9移遘司法机关遣究法律责任。对公职人员违规违纪的,要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玻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事业

单位工作人虽处分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对于因疏于

管理 ,造成考场秩序混乱、作弊情况严重、招生违规严重的,要依法

依规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并追责问贲。

六、深入开展招生盥传服务

1+。 主动加强芷面蜜传。各地各校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

分利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 ,做好政策解读、志愿旗报、信访查询、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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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提示等服务工作。加强考生诚信教育 9重 点宣传涉考法律法规 ,

教育和引导考生自觉抵制违纪、舞弊等行为。健全信息发布机制 ,

重要考试招生信息须经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主要负责闾志或高校主

要负责同志审核后方可发布。积极协调新闻媒体 ,进 一步规范新

闻报道 ,不 得宣传炒作所谓
“
高考状元

”“
高考升学率

”
。加强舆情

监控 ,防 范招生诈骗等有害信息传播。

1s。优化服务考生水平。各地要加强对治安、出行、卫生等方

面的综合保障。完善考试期间发生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处置预

案 ,认真组织应急演练。为残疾人平簿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公开违规举报电话和咨询电话 ,要善处置信访问题 ,切 实维护考生

合法权益。各地各校要严格规范高校考试招生信息服务平台管

理 ,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强 化信息安全 ,加 强监督管理 ;保 障平台的

公益性和安全性。

∶
请各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将本通知转发至本行政区域

内所有普通高校。

附件:2019年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嬲

— 6—

年 3月



附件

zlO19年普通离铮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为做好 2019年 普邋高等学校 (以 下简称高校)招 生工作 ,保

障离校选拔符合培莽要求的新生,侬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救甯法》,制 定本规定。

南校招生工作应贯彻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的原则 ,

德智体荚劳金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新生。

一、鞭名

1。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 以申请报名 :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

(2)高级中等教甯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

(3)身 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

2。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

(1》 具有高等学历教甯资格的高校在校圭,或 巳被高校录取

并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 ;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 ;

(3)在离级中等敬甯阶段非应届毕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段报

名并违规参加普通离校招生考试(包 括金国统考、省级统考和高

校单独组织的招生考试 ,以 下简称高校招生考试)的 应届毕业生 ;

(4)因 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离校招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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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处理且在停考期内的人员 ;

(5)因 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3.报名办法。     i

申请报考高校的考生,原 :贝刂上按其户籍所在省 (区 、市)高 校

招生委员会 (以 下简称省级招委会)规定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报

名。

省级招委会可按照以考生户籍为主、与在本地 区高级中等教

育学校就读一定年限相结合的原则 ,结合本地区实际就报名条件、

时间和有关要求作出具体补充规定。

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户籍就业人员的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

段教育后在当地参加高校招生考试 ,按各省 (区 、市)公布的办法

执行。相关考生不得在
“
流入

”
和f流 出

”
两地同时参加高考报名。

对于因特殊情况既不符合流入地也不符合流出地报考条件的考

生,由 流入地协调流出地稳要解决 ,原 则上回流出地报考。在中国

定居并符合报名条件的外国侨民,持公安机关签发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可 在有关省级招委会指定的地

点申请报名。

各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包 括教育考试院、招考办、考试中心、

考试局等 ,以 下统称为省级招办)要指导本省(区 、市)各级招生考

试机构认真履行考生报名资格审核工作职责 ,根据报名条件 ,严格

审核考生报名资格。报名结束后 ,省 级招办应对所有报名数据进

行重复报名和违规情况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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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级招生考试机枸和商级中等敬甯学校要加强考生的诚信

教育和警示教甯。特别是加强在报名、考试、填报志愿、录取等主

要阶段的诚信教甯和替示教育。考生在申请报名时,须 签订诚信

承诺书,承诺本人所旗写内容、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客观
`萁

实、准

确,承诺参加招生考试时遵守有关管理规定。

二、考生电子梢案

5。考生电子档案是高校录取新生的主要依据。考生电子档案

内容主要包括考生墓本信息、思想政治品德考核鉴定或评话、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南 中会考)成 绩和反映学生综合紊质的材料、体检

信息、志愿信患、离考成绩信息、考生参加离校招生考试的诚信记

录(主要揩招生考试过程中违规的简要事实及处理结果)等 内容。

考生电子档案须与考生报名登记表、体检表、报考学校(专 业)志

愿表(卡 )及考圭备科考试成缋等纸介质材料相对应部分的内容

一致。

6。省级招办应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招坐信息标准和有关要求制

订本地区考生信息器集办法,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考生信

患采集的内容 ,要遘应高校录取时对考圭综合评价的要求。

7。省级招办须建立完整的信息确认管理流程和办法,组 织信

息采集部门(革位)对采集的考生有关信息进行详细比对校验”并

负赏进行汇总、整理 ,确 保考生电子档案与纸介质表 (卡 )戏 相应

佶息数据库内容的一致,确 保考生相关信息的宪整、准确、安全 ,并

按规定的格武建立本省(区 、市)考 生电予档案库。考生电子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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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一经建立 ,任何人不得擅 自更改。

△.省 级招办负责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制订 已录取考生高级中等

教育阶段纸质档案(或人事档案)的 组建及递送有关高校的办法。

三、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9■ 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主要是考核考生本人的现实表现。

考生所在学校或革位 (无 工作革位的考生由所属的乡镇、街

道办事处鉴定)应对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作出全面鉴定 ,并

对其萁实性负责。鉴定内容应完整、准确地反映在考生报名登记

表或省级招办另设的专门附加表 中。对受过刑事处罚、治安管理

处罚或其他违法违纪处理的考生 ,要提供所犯错误的事实、处理意

见和本人对错误的认识及改正错误的现实表现等翔实材料 ,并对

其真实性负责。

10,考 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未能提供对错误的认识及改正错

误的现实表现等证明材料的,应认定为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 :

(1)有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言行或参加邪教组织 ,

情节严重的 ;

(2》 触犯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受 到刑事处罚或治安管理处

罚且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

四、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I1■报考高校的所有考生均须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如 实填

写本人的既往病史。

省级招委会会同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订体检工作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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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由 县级以上招生考试机构和卫生健康部门组织实施。考生

的体检须在指定的二级甲簿以上医院或相应的医疗单位进行,主

检医师应由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赍任心强的医生担任。主

检医院或相应的医疗单位须按教育部、原卫圭部、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印发的《普遇离铮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教甯部、原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

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等有关要

求,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作出相应的、规范准确的体检结论 ,并 对

其真实性负责。非指定的医疗机构为考生作出的体检结论无效。

省级招委会应在本省(区 、市)指定
一

所终检医院9并 负责协

调终检医院对有关方面有异议的体检结论做出最终裁定。

1z。离校在《普遇离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等有关要

求的基础上9可根据本校的办学条件和专业培养要求9提 出对考生

身体健康状况的补充要求。补充要求必须合法、合理 ,有详细的说

明和解释 ,并在招生薄程中向社会公布。

五、考试

13。教育部授权教甯部考试中心、省级招委会戚高校承担高校

招生考试有关工作。

⒕。全国统考(含分省命题 ,下 同)、 省级统考试题的命制和参

考答案、评分参考(指南)的 制订 ,分别由教甯部考试中心、有关省

级招委会负责。教育部授权有关高校 自行命题的,按教甯部有关

规定办理。备级招生考试机构和高校要按照有关要求,结 合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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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实际,为 残疾人平等报名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1s■全旨统考、省级统考及高校 自行命制的试题(包 括副题、参

考答案 )、 评分参考 (指 南)等 应按照教育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有

关规定严格管理。

16,各级招委会和有关高校均须按国家规定加强安全保密设

施建设 ,完善安全保密规章制度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监督和检查 ,

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值班制度和第一时间报告制度 ,确 保安全

保密工作万无一失。一旦发圭失(泄 )密 事件 ,事 发单位须在笫一

时间直接报告本地区省级招办,省 级招办接到报告后须立即分别

报告本地区省级招委会和教育部 ,并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失(泄 )密

范围的进一步扩太。

1T。全国统考科 目申的外语分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

班牙语等 6个语种 ,由 考生任选其中一个语种参加考试。

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应 参加由省级招办统一组织的外语 田

试。

18D全 国统考于 6月 7日 开始举行 ,具体科 目考试时间安排

为 :6月 7日 9:00至 11:30语 文 ;15:00至 17:oo数 学。6月 8日

9:∞ 至 I1:30文 科综合/理科综合 ;15:∞ 至 1T:∞ 外语 ,有外语听

力测试内容的应安排在外语笔试考试开始前进行。

各省(区 、市)考试科目名称与全国统考科 目名称相同的必须

与全国统考时间安排一致。具体考试科目时间安排报教育部考试

中心备案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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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统考和离校的招生考试时间,分别由备省级招委会和南

校按照教甯部有关要求确定并发布。

19。金国统考和嘴级统考的文化课考试必须在标准化考点举

行。考点应设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在地 ,并按有关考试规定管

理。若因特殊需要在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以外的地区增设考点,

须报经省级招委会批准。教育部授权有关离校组织的考试一般在

标准化考点举行 ,确 罱安排在室外或其他场所的,应 配备身份识

别、防作弊和考试监控等功能设备。

zO■ 民族自治地区用本民族话文授课的高校或专业(类 )招 生 ,

由省级招委会自行命题 ,组 织考试。

使用国家遇用话言文字授课的少数民族考生,在参加全国统

考(外语科除外)时 ,蟪试一律用国家通用话言文字答题。使用少

数民族话言文字授课的高级中等教甯学校毕业生,报考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的离校9在参加全国统考时,汉话科目由教育部

考试中心另行命题 ,不 翻译戚少数珉族文字,并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答题 ;外语科目试题中的国家遢用话言文字部分可翻译为相应

的少数民族文字,使用所考科目的外国话言文字答题 ;其他各科可

翻译成相应的少数民族文字,用 相应的少数民族规范语言文字答

题。翻译王作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负责。有关省(区 )在考汉话

的同时,也可以考少数民族话文,并 负责命题(试题、参考答案、评

分参考、指南报教甯部备案)。 汉话和少数民族语文的成绩分别

按 sO%计入总分”俚汉话戚绩必须迭到合格水平 ,方 能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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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全国统考和省级统考答卷的评闼由备省级招委会统一组

织,离校单独组织的招生考试答卷的评闼由各离校组织。有关省

(区 、市)和 离校可根据命题机构提供的参考答案、评分参考 (指

甯),结合本地区、本校考生答题实际情况,制 订评分细则。各省

级招婺会和高校要采取切实揩施,加 强评卷管理 ,确 保评卷过程安

全、结果准确。

各省(区 、市)应 加强评卷基地建设 9离 校有责任承担评卷工

作任务。各省(区 、市)要严格按照网上评卷有关工作要求和办法

组织实施。

考试结束后9各省(区 、市)须 配合教甯部考试申心做好考试

内容改革的宣传工作 ,发挥离考的甯入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 ,按教

育部考试中心有关要求及时、准确上报有关考试信息。

zz。长期在非户籍所在省(区 、市)工作、学习的人员,在 两地试

卷相同的前提下,考 生可向工作或学习单位所在地及户籍所在地

的省级招办提出申请借考。经同意后,可 在考生工作或学习所在

地的省(区 、市)办瑾借考手续,参加孝试。考生答卷的评阅及录

取事宜由其户籍所在地省级招办负责。

六、招生薰稷

z3。高校依据《中华入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教育法》和教甯部有关飙定制订本校的招生萆程。

⒛口高校的招生萆程是高校向社会公布有关招生信息的必要

形式,其 内容必须合法、萁实、准确、表述规范,经其主管部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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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关法律和招生政策规定核定后方能向社会公布。招l生 萆程

一经公布 ,不 得擅自更改。备离校在招生宜传(广 告)中 应当准确

描述本校的办学类型、层次,使用与办学许可证戏批准文件相一致

的学校名称 ,不得使用简称,国 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学校法定代表

人应对学校招生萆程及有关宜传材料的萁实性负责。高校依据招

生萆程开展招生工作。

离校须于 4月 sO日 前将本校招生辈程上传至中国离等教育

学生信患网(h⒒p//gaokao。 ch引 |com。 cm)“ 阳光高考
”
招生信息发

布及管理平台(以 下简称
“
阳光高考

”
平台);备省级敬育行政部

门
`有

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屙 )颁 于 5月 10日 前宪成对所属离

校招生章程的核定工作。

犭“招生薄程主要内容包括 :离 校全称、校址(涉及分校、校区

等须注明),层 次(本科、专科)9办 学类型(如 普通或戚人高校、公

办或民办高校或独立学院、高等专科学校或离等职业技术学校

等),招 生计划分配的原则和办法,预 留计划数及使用原删扌专业

教学培养使用的外语语种,身 体健康状况要求,进档考生的录取规

贝刂(如有无加试要求、对加分或降低分数要求投档及投档成绩相

同考圭的处理、遘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办法等)9学 费标准,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及有关程序 ,颁 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及证

书种类,联 系电话、网址∷以及其他须知等。

参加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 )招 生的离校 ,要按试点省(市 )

要求提前确定招生专业(或 专业类)对离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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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提前向社会公布。     ∴  ∷
∷
有关离校制定的特殊类型招生办法须符合相关规定 ,且不得

与本校招生薄程内容相违背。    ∶     {丿
“"高校应在省级招办规定的时间内,将招生萃程中有关求要

内容及本校公布招生薄程的网址报送生源所在地省级招办。省级

招办负责汇总并向社会及考生公布有关离校招生萆程中的变要内

容或离校公布招生章程的网址。

七、分省 (区、市)分专业招生计划

zT。 经教甯部批准(或 备案)的 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甯招生资

格的离校 ,根据教育部汇总公布的年度专业设置备案和审批结果 ,

在教育部核定的本科招生计划和备檠的高职(专科)招 生计划内,

可按有关计划管理王作要求以及招生萆程确定的招生计划分配原

则和办法,编 制、调整、执行本校的分省(区 、市)分专业招生计划

(即 招生来源计划)。

zs。高校应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加 强对人才霈求的

分析、预测 9结合自身办学条侍、毕业盎就业情况和备省(区 、市)

的圭源情况,做好招蛊专业结鞫、层次结构、区域结构的调整 ,自

主、科学、合理地安排招生来源计划。来源计划中相关说明须与招

生章程保持一致。

zD。 离校经向其主管部门申媾 ,∶并经教育部核准备案,可 面向

部分国家重点建设顼目用人单位安排少量定向就业招生计划。高

校须与定向就业单位签订符合有关飙定的协议书。严禁虚假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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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用定向就业招生向考生收费。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应面向金甫

(区 、市)招 生。  ∶

sO。安排跨省(区 i市 )招 生的本科离校,在 国家核定的年度招

生规模内,可 以预留少蠹计划,用 于调节各地统考上线生源的不平

衡。预留计划不得超过本校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 1%。 凡宥预留

计划凼离校 ,纸 将预留计划数报英主管部门审核。同时;离 校须将

预留计划数及英使用原则等向社会公开。

31。高校按教育部有关计划编制原则和要求编制本校的招生

来源计划后,应 当按时报邋其主管部门。

sz。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赍审核、汇总本省(区 、市)所属高校

编制的招生来源计划,并按时报遘教甯部。省(区 、市)属 高校拟

安排的跨省招生计划,应 由离校所隶属的、省级教甯行政部门负责

统一与有关生源所在地省级教甯行政部门联系安排。

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 )负 责审核、汇总本部门,(单位 )

所属离校编制的招生来源计划,并按时报邋救育部。

Ⅱ|教育部负责汇总备省级教甯行跛部门、有关部门(单位)教

育司(局 )及教肓部直属备高校报遘的招圭来源计划,备案后。统

一分遘各有关省级招办。

⒕∶各省级招办依据敬甯部分遨的招生来源计划9与 各有关高

校核对分专业计划及其说明”并负赏及时、规范、准确、统艹地向社

会公布有关招生计划倌息。

。s.除按有关规定允许不做分省计划的招生类型外,各离校招

-17⋯



生来源计划均须经敬甯部汇总分送 ,由 备省(区 、市)负 费向社会

公布 ,未经嫩甯部分邋和有关省(区 、市)公布的计划一律不得安

排招生。

八、录取      :
“.考生志愿的蟆报。

考生志愿填报方式、时间和办法由备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区

招生工作实际作出具体规定并向社会公布。考生志愿表的设置和

填报办法应有利于体玑考生报考意愿,有利于录取管理9有利于离

校录取新生。

考生应认真闼读有关离校招生薄程以及所在地省级招委会公

布的招生规定、招生计划,按有关飙定和要求填报学校和专业志

愿,并对所填报志愿的萁实性和准确性承捱费任。.因 考生本人疏

漏或失误造戚的后果,由 考生本人承担赏任。各级招生考试机构

和高级中等教育学校要组织力蠹加强对考生志愿填报的政策解读

和技术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结束前备级招办不得将考生离考成绩

提供给有关离校。

歹Ⅱ高校的招生录取工作在教育部统一领导下,由 备省级招委

会组织实施。    ∵

sB。高校招生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各省级招办应全面实

行远程录取管理模式,各高校应在校内采取远程异地录取方式开

展录取工作。录取期间,离校和省级招办要保证相互通信联络的

畅通屯 :

-18一



sg。备省级招赉会睽根据本地区招生工作的实际,合理安排高

校录取批次。同一高校、同一学历层次、同一招生类型的招生计划

在同一省(区 、市)原 则上安排在同一批次录取。离校中外合作∴办

学专业须与高校在同一地区招生的其他专业安排在同一批、次录

取。除教甯部规定的情况外,严格控制提前批次录取高校和专业。

高校被安排的录取批次与上一年度有变化的,省级招办应事先与

南校协商一致后,再 向社会公布。

妁。备省级招委会根据离校在本省(区 、市)安排的招生计划数

和考生的考试成绩,综 合考虑并确定各批次或相应招生类型的录

取控制分数线。

狃"备省级招赉会和高校要结合本省(区 、市)和本校的实野情

况 ,科 学合理制定投档录取规则”处理好考生成缋与志愿的关系。

省级招办应向社会公布投档规则,在投档前向各有关离校提供生

源分布情况。高校根据在生源省(区 、市)的 招生计划数 ,结 合生

源分布情况 9与 省级招办协商确定调阅考生档案的要求。省级招

办按高校的调档要求向其投胶孝圭电子档案。按照顺序志愿投档

的批次 ,高校调阑考生档窠的比例原则上控制在⒓0%以 内。按照

平行志愿投档的批次,高 校根据模拟投档情况在正式投档前宪戚

计划调整 ,调 档比例原则上控制在 lO5%以 内,并确保符合录取规

则的调档考生能够录取。

辊。离校和省级招办应按照
“
学校负责、招办监督

”
的原则实施

新生录取工作。高校应按照向社会公布申招生章程中的录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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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录取。对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合格、身体健康状况符合相关专

业培养要求t投档成缋迭到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并符合学校调档

要求的考生,是否录取以及所录取的专业由南校自行确定 ,南校负

贲对已投档俚未被录取考生的退档原因做出解释 ,离校不得超计

划录取。省级招办负责监督在本地区招生离校执行国家招生政

策、招生计划情况 ,纠 正违反国家招生政策、规定和违背录取规则

等行为。

铝■高校录取新生要按照生源所在省(区 、市)所规定程序”按

时完成调档t闼档、审核、预录、退档等各环节工作 ,保证考生电子

档案的正常流转和录取工作的顺利进行。对超过时间未按要求完

戚相关环节工作的高校 ,省 级招办应主动与之沟通,对无故拒绝联

系或故意拖延时间的离校 ,省 级招办可根据所发出的考生电子档

案按有关高校计划数及录取规则设置考生电子档案为预录取状

态,同 时应立即书面遇知有关高校 ,并 将有关情况上报教育部备

案。

姘。除军事、国防和公共安全等部分特殊院校(专 业)外 ,离校

不得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不得对报考非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的

考生作统考外谮话种限制。

巧口有下列情形之ˉ的考生9省 级招委会可根据本地投档录取

办法决定 ,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一定分数投档 ;达到高

校投档条件的:由 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

增加分数投档条件的,只 能取其申幅度最太的一项分值 9且不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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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zO分。

(1〉 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生 ;

(?)归 侨、华侨予女、归侨予女和台湾省籍考生 ;

(3)烈 士子女。

哟,自 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可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

【0分投档 ;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被战区(原 太军区)以 上

革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 ,可在其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

加⒛ 分投档。

轩.同 时符合笫弱 条、笫弱 条有关情形的考生,只 能取其中幅

度最大的一顼分值。

各省(区 、市)可 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细 化离考加

分的其他资格条件。根据备地调整和规范离考加分实施方檠9有

关省(区 、市)自 行增加的超出规定范围的政策性照顾项目及分值

仅适用于向本省(区 、市)所属高校投档时使用 9且分值不得超过

⒛ 分 ,同 时不得与其他顼日分值(包括第弱 条、笫娟 条规定的分

值)累 加。

凡符合第绣 条、第聪 条有关情形和有关省(区 、市)自 行增加

的政策性照顾顼碧的考生,必须经过本人申报、有关部闸审核、省

地校三级公示后方能予以认可。未经公示的考生及其加分项目、

分值不得计入投档成绩并使用。

焖。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军八的于

女9∵ 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驻 国家.饰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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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

以上岛屿工作累计满 aO年军人的子女 ,在 国家确定的四类以上艰

苦边远地区或者解放军总部划定的特类岛屿工作累计满 10年军

人的子女,在飞或停飞不满 1年或达到飞行最离年限空勤军人的

予女,从事舰艇工作满 zO年军人的子女,在航天和涉核岗位工作

累计满 15年军人的子女,参加全国统考录取并达到有关商校投档

要求的,应 予以优先录取。

退出部队现役的考圭、残痰入民警察报考离校 ,在 与其他考生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公安烈士、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一级至四

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报考离校 ,按 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邋知》

(公政治〔2018〕 aT号 )的有关规定执行。

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在 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 ,

优先录取。

经共甯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守佶联合激励系统认定 ,获得 5A

级莆年志愿者的,在 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d,Ⅱ定向就业招生与非定向招生应同时进行投档录取。高校

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在学校调档分数线上不能完成的,可 在学校调

档分数线下 zQ分 以内、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 ,由 省级招办补

充投档 ,高校根据考生定向志愿择优录取,经 降分仍未完成的计

划 9则 就地转为非定向计划执行。

在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省 (区 、市),离校定向就业招生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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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单设志愿、单独投档 ,或 在政策规定的降分范围内对有志愿的考

生逐校、逐专业、逐分检索投档等办法在批次内进行投档录取。高

校批次内未完成的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可 采取补充征集志愿方式

完成或就地转为非定向计划执行。

m。高校及其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调整计划使用的管理和

监督。高校应集体研究决定本校调整计划的使用 ,调 整计划应安

排在生源人数多、质量好的省(区 、市)使用。高校调整计划应在

有关省份录取批次投档前投放,并 由省级招办在批次录取控制分

数线上按照调整后的计划数、考生志愿及分数进行投档。高校负

责处理困调整计划使用不当造成的遗留问题 ,不 得降低录取标准

指名录取考生。严禁高校利用调整计划指名录取考生或向考生收

取与录取挂钩的任何费用。省级招办不得为争取调整计划数随意

放宽录取政策或降低分数要求。

高校招生来源计划调整必须在其招生规模内,征得有关省级

招办和高校主管部门的同意。高校未完成的招生来源计划 ,须 在

生源所在地公开征集志愿录取。

s1。 对高考成绩达到要求、身体条件能够完成所报专业学习、

生活能够自理的残疾考生,高校不能因其残疾而不予录取。

犯.高 校须将拟录取考生名单(包括统考、保送、单独考试拟录

取的考生等)标注录取类型后,报 生源所在省级招办核准,并 增补

有关特殊类型招生计划。省级招办核准后形成录取考生数据库 ,

并据此打印相应录取考辈名册,加盖省级招办录取专用章 ,作 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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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被有关离校正式录取的依据 ,予 以备案 ,同 时须在商校同批次录

取结束后将录取考生名册寄给有关离校。

离校根据经有关省级招办核准备檠的录取考生名册填写考生

录取邋知书,由 校长签发录取邋知书,加 盎本校校辈,并 负赏将考

生录取邋知书连同有关入学报到须知、资助政策办法等相关材料

一并苴接寄送被录取考生。

ssⅡ备省(区 、市)录取工作应于 7月 上旬开始,8月 底之前结

束。其中本科第一批次录取应在 7月 10日 至 15日 之间开始 ,月

底之前结束。

M。 除按规定应向社会公开公示的信息外,对属于考生个人信

息及有关录取过程中需要阶段性保密的工作内容,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向他人提供或向社会公开,严禁非法传播、出售。

“。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应 及时遇过省级招办或高校指定

的信息发布渠道进行核实和确认。考生凭录取通知书可办理户口

迁移手续夕并按高校规定的时间及有关要求 ,办理报到等手续。不

能按时报到的已录取考生,燕 向高校提出书面申请 ,经 阃意方玎延

期报到。

高校根据经省级招办核准的本校录取考圭名册、已录取考生

所持录取邋知书,按有关规定及要求为新生办理入学等相关手续。

对未经商校同意逾期不报到的考生,视 为自行放弃入学资格。

高校应将自行放弃入学资格的考生名单按生源所在省(区 、市)分

别汇总,于本校规定的正常报到截止日期后 zO日 之内报送有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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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所在省级招办。严禁高校汐未报到考生注册学籍。

“。招收保送生的高校须于 4月 10日 前将本校 已测试合格拟

录取的保送生数据库上传至t阳 光高考
”
平台。有关生源所在省

级招办应于 4月 zO日 煎在
“
阳光高考

”
平台上审核确认后下载数

据并办理录取审批手续 ,4月 sO日 前将保送生录取名册寄至相关

高校。

革独组织招生考试的高校须按有关要求于 6月 sO日 之前向

生源所在省级招办报送有关拟录取数据和书面报告。

sT口 各省级招办对所有高校的本科层次招生,工律不得在常规

录取工作结束后再行组织补录或换录;对 新生报到后未完成国家

下达的高职(专科)生 源计划的省(区 、市)内 有关高校 ,经 学校申

请、省级招委会同意,有关省级招办可在本省(区 、市)未录取的生

源范围内9根据考生志愿及相关录取要求,组 织进行高职(专科 )

层次的补录 ,并及时将补录考生的录取名册寄送有关高校。少数

确需跨省补录的高职(专科)层次高校 ,须 向其主管部门和生源所

在地省级招办提出申请 9获准后方可通过生源所在地省级招办实

施补录。

允。由于网络传输、工作失误等其他困素造成的招生遗留问

题 ,有 关省级招办和高校应通过协商要善解决。

九、信息公开公示

s9。 建立分级负责、规范有效的国家、地方、高校、高级中等教

育学熬等多级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制度。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工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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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信息采集准确、公开程序规范、内容发布及时。

ω。各级教甯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有关离校、中学应按照

备自职责和有关要求,分别公开招生政策、高校招生资格、离校招

生萆程、高校招生计划、考生资格、录取程序、录取缭果、咨询及申

诉渠遣、重太违规事件及处噬结果、录取新生复查结果等相关信

息。

根据招生类型不同9公示的考生资格信息应分别包括姓名、性

别、所在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或单位 )、 享受照颀跛策类别、资格条

件、测试顼目、测试戚绩、合格标准、拟录离校及专业和录取优惠分

值等。教育部
“
阳光离考∵平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和高校公示的

信息保留至当年年底。县级招办和离级中等教甯学校公示的考生

有关信息,上报前至少公示 10个工作日,并保留至当年 8月 底。

61"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招办、有关离校、商级中等教甯学校要

在公示有关信息的同时,提供举报电子信箱、电话号码、受理举报

的单位和通讯地址。并按照国家有关信访规定对举报事项及时调

查处理。

十、招生管瑗职费

’貌。教育部负贵各类高校的招生及佥国统考王作 ,其职责是 :

(1)指 导佥国高校招生工作 ;

(2)制订有关招生工作的规定 ;

(3)确 定高校招生考试种类,审 核各省(区 、市)南校招生考试

科目设置方案,以 及有关招生改革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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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授权教育部考试中心<有 关省级招委会和高校组织考试

命题工作 ;授权教育部考试中心研究推进考试内容改革体系化建

设 ,制 定考试标准 ;

(s)指 导有关部门(单位 )、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编制招

生来源计划 ;

(6)履行公开和监督高校公开招生信息相关职责 ;

(7)组 织开展招生工作的科学研究,培训有关人员,开展宣传

工作 ;

(8)保 护考生和考试招生工作人员的正当权益 ;

(9)组 织或督促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招生工作中发生的重大问

题。

￠。省(区 、市)、地 (市 、盟、州 )、 县 (市 、区、旗)人 民政府分别

成立本级招委会 ,在 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招委会 (或 教育部 )的

双重领导下负责本地区招生工作。

招委会主任由同级人民政府负责人兼任 ,副 主任、委员由教育

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高校的负责人兼任。

招生办公室是招委会的常设机构 ,代表招委会行使职权 ,处理

招生日常工作。各级招生办公室应确定必要的编制 ,配备专职干

部和开展招生考试工作必备的办公设备、场所、设施。

地(市 、盟、州)、县(市 、区、旗)招 委会的职责由各省级招委会

做出相应的;规定。

C0.省 级招委会的职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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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行教甯部有关离校招生工作的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

制订必要的补充规定或实施细则 ;

(2)接受教甯部委托组织统考试题的命制工作 ;负 责本行政

区域内商考组织、考试环境治瑗、考试安全维·护、考风考纪整肃等

工作。组织有关艺术类专业统考、体甯类专业统考、商等职业院校

对口招生等省级统一考试 ,并对考试安全负责 ;

(3)汇 总并公布南校在本臂(区 、市)的 分专业招生计划和有

关招生薄程中的主要内容或高校公布招生薄程的网址 ;

(4)指导、监督商校执行国家招生政策及本校招生章程 ;

(5)履行公开和监督离校招生信息公开相关职赏,对本地区

有关教育行跛部门、招生考试机构、高级申等教甯学校及所属离校

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核、评议和费任追究;

(⑴ 负责组织考生报名、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体检、考试、评

卷、考生信息采集及电子档案制作、录取以及其他有关工作。协调

有关省级招委会解决不符合本地报名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

非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回流出地高考报名 ;

(7)组织开展招生、考试的科学研究、宜传和培训工作 ;

(8)保护考生和招圭考试工作人员的正当权益,保 障招圭考

试工作人员的正当待邋 ;

(9)受 行政部门委托调查处理或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本地

区招生工作中发生的重大问题 ;

(10)负 责对违规考生、学校、机构等进行处理 ;配舍高校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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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招生和特殊类型招生中违规考生、学校等进行调查处理 ;配合公

安等相关部门对违法考生、学校、机构等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和惩

处等工作 ;

(11)根据考生或者其法定监护人的申请 ,对高校信访答复情

况进行复查。

“。高校应成立由主要负责人和校内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9负 责本校招生工作 9并设立招生办公室、配备

专职工作人员和开展招生考试工作必备的办公设备、场所、设施。

高校的主要职责是 :

(1)执行教育部有关招生工作的规定 ,以 及主管部门和有关

省级招委会的补充规定或实施细则 ;

(2)根据国家核准的年度招生规模及有关规定编制并报送本

校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 ;

(3)制 订本校招生章程 ;

(4)组 织开展招生宣传工作 ;

(5)组 织实施本校招生工作 ,负 责协调和处理本校招生工作

中的有关间题 ;

(6)对录取的新生进行复查 ;

(7)组 织本校单独招生考试和特殊类型招生考试工作,并 对

考试安全负责,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对违规考生进行认定、处理,并将

违规事实处理结果报生源所在省级招办;

-̄ 29 -—



(8)履行离校招生佶息公开相应职赍 ;

(9)支持有关招生管理部门党成招生方面的其他工作 ;

(10)根据考生或者其法定监护人的申请,对离校有关招生录

取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并给予答复。

十-、招虫缀费

“。备省(区 、市)招 生经费,应 由地方教育事业费列支。

高校招生经费,在本校事业费列支。

臼。考生须缴纳报名考试费。收费标准由各省(区 、市》有关部

门根据本地区实际及标准化考点建设、考试实施、网上录取、考生

信息采集、高校组织单独招生和特殊类型招生考试等工作的J潸 况

确定。|

∶6⒏对参与命题、监考、评卷、巡考等工作的招生考试王作人

员J应付给相应的劳动报酬。具体办法由各省(区 、市)及 有关高

校根据实际制定。

十二、对违反规定行为的处理

⒀。考圭、考试工作人员、社会其他人员在离校招生的报名、考

试、录取等各环节出现违规行为的,严格按照《中华入民共和国刑

法修正案(九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甯考试违规处

理办法》(教育部令笫贷 号)和《普遇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

暂行办法》(教甯部令笫3j号 )确 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 ,依法

依规追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责任;涉嫌犯罪的,应及时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法律责任。对公职人员违规违纪的9依据《中国共产党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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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

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对因教育行政部门、招生

考试机构、高校疏于管理 ,造成考场秩序混乱、作弊情况严重、招生

违规严重的党员,依照《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对直接责任人和

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依纪依规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授权省级招委会组织的省级统一考试和授权高校组织的单独

招生考试及保送生、自主招生、综合评价试点、高水平艺术团、高水

平运动队、艺术体育类专业、运动训练和民族传统体育、高职分类

招考等类型招生考试均属国家教育考试的组成部分 ,按 照上述法

律法规及党内法规执行。对在上述类型招生考试中违规的考生、

高校、中学及有关工作人员要进行从严查处。其中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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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各类国家教育考试 1-3年的处理。

对违规参加高校招生考试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

在校生9取消其当年高校招生考试各科成绩 9同 时给予其应届毕业

当年不得报名参加高校招生考试的处理。

TO.考 生或者其法定监护人认为所报考高校的招生录取行为

违反本规定或其他相关规定的,可 向所报考高校提出异议、申诉或

者举报。高校应当进行调查、处理 ,属 于对政策执行存在异议的,

应当及时书面或者口头答复申请人 ;属 于对违规违纪行为举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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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组织纪检监察机构或者专门的招生监督机构进行调查 ,并按

照信访条例和有关规定作出书面答复。

考生或者其监护人对商校作出的政策解释不服的9可 以向生

源所在地的省级招办申请复查;对违规违纪行为举报的处理不服

的9可 以向生源所在地的省级招办戚者教甯衔政部门申请复查。

对复查绪论不服的,可 以按照相关规定向省级招办或者教育行政

部门的上级机关提出复核。

十三、附则

∶71。 普通离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按有关规定执行。

l经批准的部分离校单独考试招生和各种特殊类型招生,按教

育部有关规定执行。

丨全国统考的考务工作9按 照教甯部有关考务管理规定执行。

∵″Ⅱ现役军人报考商校 ,按 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规定办理。

Ts|各省级招委会和离校主管部门,可依据本规定制订补充办

法或实施细则,并报教育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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