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门类
职高对口 (师范类)
职高对口 (种植类)
职高对口 (养殖类)
职高对口 (机电类)
职高对口 (电子电工类)
职高对口 (计算机类)
职高对口 (建筑类)
职高对口 (旅游类)
职高对口 (医卫类)
职高对口 (财会类)
职高对口 (商贸类)
职高对口 (文秘类)
职高对口 (英语类)
职高对口 (服装类)
职高对口 (美术类)
职高对口 (音乐类)
职高对口 (服饰艺术与表演类)
职高对口 (表演类)
职高对口 (电视节目制作类)

本 科

261
464
525
424
400
488
497
552
320
554
522
479
606
文化244专业256
文化220专业230
文化190专业200

专 科

200

文化150
专业150

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吴希 责任校对 胡永龙 今日视点13２０12年6月26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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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在本科提前批中， 军事院校 （含国防
生） 中的一类院校执行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 ，
二类院校执行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 外省院校
音乐类专业 （含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的音乐类专
业） 和美术类专业 （不含外省公办二本院校美术专
业） 的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由招生学校依据有关规

定确定， 其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为： 按独立设置本
科艺术院校招生政策招生院校 （专业） 的文化录取
控制分数线由学校自主划定， 其他外省院校艺术专
业的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为： 文科类339分、 理科
类293分； 外省公办二本院校美术专业执行本科二
批美术类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 本科提前批我省省

属院校艺术类专业 （含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的美术
类专业）、 在湘院校分专业划线的艺术专业的录取控
制分数线将于7月5日向社会公布。

2、 符合军事院校 （含国防生） 招生条件且填报
了相关志愿的初检合格考生， 应按报名所在地军分
区和招生部门的要求， 自行参加军事院校招生的政
治考核、 体检复查和面试， 不再另行通知。

3、 安排在专科提前批招生的外省院校艺术专
业的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由招生学校自主划定， 其
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为170分。

4、 安排在非提前批 （含本、 专科） 的艺术专业
招生， 执行我省划定的相应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

5、 今年政策规定， 在湘高校生源不足时， 可按
考生填报的征集志愿 （高职专科批为第二次征集志
愿） 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 （高职专科院校
的特殊专业为30分） 以内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录取。

注： 1、 安排在非提前批 （含本、 专科） 的
艺术专业招生， 执行我省划定的相应批次的录取
控制分数线。

2、 今年政策规定 ， 在湘高校生源不足时 ，

可按考生填报的征集志愿 （高职专科批为第二次
征集志愿） 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 （高职
专科院校的特殊专业为30分） 以内从高分到低分
投档录取。

湖南省2012年普通高校职高对口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湖南省2012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二）

湖南省2012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一）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何国庆 ）
今天， 省教育考试院传出信息， 根据
教育部 、 国家发展改革委 、 财政部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办
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
计划的规定 ， 自2012年起 ， 组织实施
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 即
在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中专门安排适量
招生计划， 面向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
区生源， 实行定向招生， 引导和鼓励
学生毕业后回到贫困地区就业创业和
服务。 我省有37个县列入其中。

可报贫困地区招生专项要具有贫

困地区户籍， 且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3
年学籍。 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于6月
26-27日通过登录 “湖南省高校招生考
试信息管理平台 (考生版 )” (网址 ：
www．hneao．cn ／ ks) 使用 “WEB版 ” 网
上填报 “贫困地区专项计划 ” 志愿 ，
考生只能从 “贫困地区专项计划” 中
选择本科招生院校 (专业) 或专科招生
院校 (专业) 中的一类填报， 本科计划
和专科计划不能同时填报。 填报了该
志愿的考生必须从该网站下载打印
《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报名
资格审核表》， 根据该表要求如实填写

并准备好相关材料后于6月29日前一并
交到报名点。 经我省统一组织审核合
格的考生方可参与投档和录取。 对于
弄虚作假的考生， 一经查实， 取消今
年高考录取资格。

“贫困地区专项计划 ” 录取控制
分数线原则上执行招生院校所在批次
的录取控制分数线。 省教育考试院依
据考生志愿按招生学校确定的投档比
例 (不超过120％) 投档 ， 由招生院校
择优录取。 未完成的计划再按考生的
“学校服从” 志愿投档。 如按 “学校服
从” 志愿投档后仍生源不足时， 省内

省属高校可按我省高校招生相关规定，
适当降分投档录取 (最多降20分 )。 本
科计划投档安排在本科一批 “非定向”
志愿投档之前， 专科计划投档安排在
本科三批 (B) 之后、 专科提前批投档
前。

37县考生可报贫困地区招生专项志愿
●实行定向招生，鼓励学生毕业后回乡创业和服务 ●资格造假考生，取消今年高考录取资格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何国
庆） 记者今天从省教育考试院获
悉，高考成绩公布后，若考生对分
数还有疑问，可申请查分。 考生申
请查分时间为6月26日至27日 ，考
生可以凭准考证、成绩通知单到户
口所在地招考部门办理申请查分
手续。 6月28日上午各市州招考部
门将申请查分名单汇总上报 ；6月
29日至30日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
专人查分，7月1日公布查分结果。

今年我省所有高考科目继续
全部实行网上评卷 ， 共计评卷
135.8万余份。 为尽力保证成绩评
定的客观公正，特别是发挥好网上
评卷的作用，我省落实好 “四评模

式”。即客观题由计算机自动评分；
主观题由评卷老师在计算机上进
行评分，对所有考生答卷的评分必
须经过二评， 分值误差超过控制
值时， 由系统自动分发进行三评，
三评后仍超过误差控制值的 ， 由
评卷组长四评裁定 。 也就是说 ，
一道题的得分 ， 最多要经过四次
评判。 评卷过程中 ， 系统还会对
各位教师的评卷情况进行实时监
控 ， 并留下记录 。 评卷结束后 ，
由计算机对考生的分数进行自动
合成。 与此同时 ， 我省还设置了
教师自评 、 题组长考评 、 学科核
心组抽查、 省质检组审查等多项
关卡， 严把评卷质量关。

今明两天考生可申请查分
7月1日公布查分结果

教育部出国留学服务中心
湖南大学出国留学基地
招生热线 0731-88826061
http://gjxy.hnu.cn

高考招生关注

协办

457 266 520 382 259
351 206 398 223 393 246 451 317 191 313 222 324 227
331 186 378 203 373 226 357 297 171 263 192 304 207
328 184 358 198 372 225 335 290 170 244 175 303 206
170 150 170 150 170 150 200 170 150 170 150 170 150

文化 专业 文化 专业 文化 专业 文化 文化 专业 文化 专业 文化 专业
音乐类 美术类 体育类 理工 音乐类 美术类 体育类

理 科 类

571
523
470
448
205

文化
文史

文 科 类

本科一批
本科二批
本科三批 （A）
本科三批 （B）
高职专科批

分数线
批次

专业类

331 186 410 241 442 230 402 206

328 184 330 207 405 240 437 229 401 205 410 245 433 247

文化170 专业150

317 191 387 235 371 233 372 221 378 248

297 171 347 233 339 226 352 201

290 170 296 207 334 232 334 225 335 200 331 247

文化170 专业150

351 206 339 210 430 245 469 235 422 226 415 248 437 248

文化 专业 文化 专业 文化 专业 文化 专业 文化 专业 文化 专业 文化 专业 文化 专业

舞蹈类
服饰艺术与
表演类

播音与主持
艺术类

编 导 类 表 演 类
书法艺术与
书法教育类

影视节目制
作 类

摄影摄像类

本科三批 (A)

本科三批 (B)

高职专科批

本科二批

本科三批 (A)

本科三批 (B)

高职专科批

本科二批

文
科
类

理
科
类

分数线

科类及批次

专业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