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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余蓉）
我省高考成绩已经公布。 记者从湖南省
教育考试院获悉，6月26日起，考生陆续
开始填报志愿。 录取工作定于7月8日至
8月24日进行， 录取场地设在湖南省教
育考试院。

具体填报时间如下：6月26日至27
日，填报本科提前批（含民航飞行员及需
要政审、 面试的贫困专项计划）；6月26
日至7月1日， 填报本科一批至高职专科
批志愿、单科优秀考生志愿、国家专项计
划志愿。 有关批次的征集志愿填报时间
分别为：本科提前批“军事院校”和“省内
公费定向师范生”7月11日，“国家专项计
划”7月16日，本科一批7月23日，本科二
批7月30日，本科三批8月10日，高职专

科批第一次8月20日、 第二次8月23日。本
科提前批“军事院校”和“省内公费定向师
范生” 征集志愿填报的具体时间为填报当
天的8时-12时，其他批次征集志愿填报的
具体时间为填报当天的8时-18时。请考生
关注各批次志愿填报时间，及时填报志愿。

“动态口令卡 ”、手机短信
密码均可提交志愿信息

今年，考生在网上填报志愿时，统一使
用“动态口令卡”上的密码或者通过系统绑
定的经过本人验证的手机号码接收的短信
密码提交、 确认并保存本人志愿信息。“动
态口令卡”有随机生成的16个密码，密码
采用覆膜覆盖以防止泄密，考生使用时，每

次刮开一条对应的密码。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 一定要保管

好自己的密码，不要泄露给外人，以防他人
篡改志愿。另外，志愿填报是一项具有法律
效力的行为， 每一位考生都要严肃认真地
对待，严格按规定、按程序操作，避免漏填、
错填，更不能错过填报时间。否则，在每批
次志愿填报时间截止后是不能补报或修改
该批次志愿的。

单科成绩前万分之一增加
投档机会

湖南省相关政策规定， 对高考文化科
目单科成绩位于全省前万分之一的三本线
以上的考生， 增加一次投档机会。6月27

日，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在湖南省教育考
试院网站和微信平台上公布文化科目单科
成绩位于全省前万分之一的本科三批录取
控制分数线以上的考生名单， 请有关考生
特别留意。考试院提醒考生，这一政策是我
省高考改革推出的规定，考生在填报时，应
事先向高校了解他们对这一政策的认可度
和录取的可能性，不要盲目填报。

今年， 湖南将继续深入实施“阳光工
程”，严格执行“不点录”“不补录”“不违规
降分录取” 等政策规定， 严格执行招生计
划，并主动接受考生和社会各界监督。

举 报 电 话 ：0731-84714915、
89715592、88090301。 举 报 邮 箱 :
hnksy@hneao.edu.cn。 高考录取咨询电
话:0731-88090456、89700212。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余
蓉）经教育部批准，今年在我省招收全
日制本科生的香港高校有13所， 其中
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实行本
科提前批录取，其他如香港大学、香港
科技大学等高校实行单独招生。 澳门
高校在我省招生的有澳门大学、 澳门
理工学院等6所，均实行单独招生。

参加了全国普通高考， 符合中国
政府有关赴港澳就读的规定的考生，
既可报考港、澳单独招生高校，也可以
填报国内其他高校。值得注意的是：香
港中文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在录取考
生时不考虑考生的各类优惠加分，只
按考生的高考文化总分调档录取；实
行单独招生的港澳高校将于7月7日前
将录取名单报省教育考试院。 凡被香
港实行单独招生高校录取的考生，将
不能再按志愿录取到其他高校； 已被
澳门招生高校录取的考生， 还可以按
考生填报的高考志愿录取到其他高
校，由考生选择就读。

值得一提的是， 香港中文大学今
年新开设“诺贝尔班”，为有志于攀登
科学高峰的优秀本科生配备包括诺贝
尔奖得主、图灵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
等在内的国际一流导师， 通过个性化
的培养计划、因材施教，营造卓越的学
习和科研环境。“诺贝尔班” 拟向全国
招20名同学，涉及金融学、新能源科
学与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等13个专业
领域。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余蓉）今
天，记者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今年我
省继续实施免费师范生和免费医学生招生
工作，均属本科提前批次录取，符合条件的
考生于6月26日开始填报志愿。

今年全省首次实施本科层次高中教师
公费定向培养计划， 全省计划招生1069
人，招生学校为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科技大
学，招生专业有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
学等13个专业，考生成绩须达到本科一批
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音乐学和美术学专
业分别达到湖南省音乐类和美术类本科二
批及以上录取控制分数线）。 学生毕业后，
在协议县（市区）县以下农村学校任教不少
于6年。

继续实施高中起点本科层次农村小学

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 全省计划招收
775人， 招生学校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招
生专业有小学教育、 汉语言文学等6个专
业， 考生成绩须达到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
数线。学生毕业后，在协议县（市区）县以下
农村学校任教不少于6年。

继续实施高中（中职）起点本科层次农
村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公费定向培养
计划， 为县级中等职业学校公费培养本科
层次专业课教师（简称“中职专业课教
师”）。招生计划共275名，根据培养目标需
要， 分为普通高考招生计划和对口招生计
划。招生学校为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农业大
学、湖南科技大学，招生专业有机械工艺技
术、农学等9个。普通高考招生计划的考生
成绩须达到我省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

线， 对口招生计划的考生成绩须达到相应
专业门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 学生毕业
后，在协议县（市区）的中等职业学校任教
不少于6年。

今年我省农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人
数翻番， 由去年的250名上升至568名，其
中，临床医学专业（全科医学方向）招生计划
492人，中医学专业（全科医学方向，文理兼
招）招生计划76人。招生学校有南华大学、吉
首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等7所高校。今年首
次实行以考生户籍县为单位定向招生，安排
在本科提前批录取，录取时单独划线，原则
上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
线，线上生源不足的，可以适当降分录取，但
降分幅度最多不超过20分。 农村免费医学
生毕业后，定向到乡镇卫生院服务6年。

26日起填报高考志愿
7月8日至8月24日录取

高考招生关注

三大专项计划招收
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左丹）我省今年高
考所有科目继续使用全国卷。今天，据我省公布的高
考成绩显示， 今年文化成绩600分及以上的考生
17927人， 比去年增加了10388人， 其中文科类为
6013人，较去年增加3920人；理科类为11914人，比
去年增加了6468人。不仅如此，文科680分及以上考
生达25人（含全国性和地方性加分），理科700分及
以上考生达28人（含全国性和地方性加分）。

与去年相比，今年语文、外语、文科数学、理科
数学、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的平均分均有所上升。
各科目平均分数为：语文98.16分，比去年提高了
1.28分；外语85.63分，比去年提高了2.34分；文科
数学76.90分， 比去年提高了11.51分； 理科数学
86.81分， 比去年提高了4.26分； 文科综合176.47
分，比去年提高12.44分；理科综合161.75分，比去
年提高了20.3分。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 填报志愿时不
能仅看分数的绝对值， 还必须认清自己的成绩在
全省所处的位次， 在同层次考生中判断自己的相
对竞争力，以避免志愿填报“过高”或“过低”。因
此，今年我省继续向社会公布文理科档分“1分段”
统计表。希望考生用好这些信息，作出准确判断。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左丹）今天，记者
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根据我省规定，在高
考成绩公布之后， 考生如对本人分数有异议，可
以申请复核高考成绩的准确性。

申请复核的事项包括考生基本信息、是否考
生本人答卷（答题卡）、是否有漏评、漏阅等；小题
得分是否漏统（登）、各小题得分合成后是否与提
供给考生的成绩一致等方面。成绩复核不重新评
阅试卷，评分标准、评分细则的宽严问题不在复
查范围之内。 需要复核成绩的考生应于6月26日
至27日17时前，持本人成绩复核申请表、准考证
到报考所在地的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办理（应届
毕业生也可在当时报名参加高考的报名点办理）。
复查申请只能由本人（或考生父母、 或法定监护
人）提交，不可代办。各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于6月
28日上午8时前， 将申请复核成绩考生的信息报
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考试院将于7月1日12时前
将查核结果反馈至各个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由
各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通知到考生。

此外，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我省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录取工作贯彻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
透明的原则。 考生若对自己的录取结果有异议，应
于当批录取结束以前向当地招生考试部门或直接
向省教育考试院反映情况，逾期不予受理。

高考成绩有异议
可申请复核

时间为6月26日至27日17时前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余
蓉） 记者今日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了
解到，本科提前批的军事院校志愿于6
月26日至27日填报，征集志愿填报时
间为7月11日， 在填报志愿截止时间
之前，考生可在网上填报或修改志愿，
逾期不能补报或修改志愿。

2018年在湘招生军校包括国防
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陆军步兵学
院等26所院校，计划招生588人，其中
理科566人，文科22人。军队院校招生
实行平行志愿，以“院校 +� 专业类”
为基本投档单元， 按照“考生分数优
先、遵循志愿顺序”的原则按计划数的
100%比例投档。

填报军事院校志愿前， 考生应认
真了解军队院校招生章程和有关专业
的体格检查标准及性别等要求， 对照
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评
估自身条件可能取得的体检合格类
别，准确填报院校和专业志愿。考生的
体检合格结论不符合所填报专业要求
的，不能投档录取到相关专业。

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须根据本人
身体条件和学校要求， 选取一个或多
个专业类， 每个专业类中可以选取一
所或多所院校， 一个志愿只能选择一
个专业类中的一所院校的若干专业
（不超过6个）。同一学校不同专业类的
专业必须分多个志愿填报。 每个志愿
中均设置了“专业服从”志愿栏，“专业
服从” 志愿是指考生在院校不能满足
其所填专业志愿的情况下， 愿意调剂
到该院校该专业类中的其他未录满的
专业； 专业调剂时， 仅在所投档院校
（专业类）中进行，不会调剂到该院校
的其他专业类。

填报征集志愿时， 考生应事先在
志愿填报系统中查询自己的体检合格
类别， 并按征集志愿相关专业的体检
要求等条件， 准确填报院校和专业志
愿。征集志愿的“学校服从”志愿分“服
从”和“不服从”两个选项，服从志愿按
新的分类体检合格标准调剂投档。

26日开始填报
军事院校志愿

香港两所大学实行
本科提前批录取

免费生招生均在本科提前批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每年一到高考招生期间， 一些不法分
子打着种种幌子， 进行以谋取钱财等为目
的的招生诈骗活动， 而一些考生和家长往
往轻信许诺，上当受骗。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梳理发布了一些常见的诈骗伎俩， 同时提
醒广大考生和家长： 在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中，没有任何人可以“用钱买分数”；没有任
何人在高校招生中享有特权； 除了省教育
考试院， 没有其他任何机构可以进行普通
高校招生， 不要轻信招生诈骗分子的花言
巧语，以免上当受骗。

�冒充高校招生人员行骗

� � � �骗子自称为某高校招生人员， 暗示自
己可以帮忙录取。家长慷慨出手，结果上当
受骗。

防范提醒： 录取工作全部实行异地远
程网上录取，通过计算机网络传输信息，按
志愿和分数由计算机来排序投档， 不受任
何人为因素影响。

�混淆教育形式蒙骗

� � � �一些不法分子故意混淆普通高校招生
与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网络教育等不同招
生类型，拿自考助学班、网络教育班的入学
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

防范提醒：网络教育、成人教育、自学
考试入学门槛较低， 有的甚至不需要高考
分数即可就读。高校《招生章程》注明了招
生学校的校址、办学层次、办学类型、颁发
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等重要信
息，考生和家长只要详细查阅，就能避免上

述混淆概念的欺骗手段。

�声称“低分高录”哄骗

骗子自称是招生院校或省招办某领导
的熟人、亲戚，声称自己有办法让不够本科
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录取到本科一
批院校， 只上了专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的考生录取到本科专业。

防范提醒：省教育考试院严格执行批次
录取分数线和有关政策，不录取不符合政策
规定的考生；除了国家和我省规定的照顾政
策外，没有人在高校招生中享有特权。

�谎称“内部指标”诱骗

有不法分子通常称可弄到高校招生的
内部指标等。

防范提醒：我省实行网上远程录取，省
教育考试院严格执行国家和省下达的招生
计划， 即便是招生院校投放到我省的机动
计划，也只能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录取。

�假冒军校招生诈骗

近年来， 军队保卫部门与地方公安机
关连续破获多起假冒军队院校招生诈骗案
件。一些考生家长心存侥幸，希望花钱托人
找关系上军校，结果造成“财学两空”。

防范提醒：军校招生没有计划外名额，军
队和武警部队不允许任何个人私自携带招生
公文， 招生过程不存在向考生或家长展示公
文这一环节。有关军队院校招生的详细信息，
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网站等查询。

�打特殊类型招生幌子行骗

� � � �以“自主招生”“高水平艺术团”“高水

平运动队”等特殊类型招生为幌子行骗。
防范提醒：具有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的

高校均在教育部 “阳光高考 ”网站公布了
特殊类型招生章程，获得资格的考生均在
该网站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具备录取
资格。

�利用所谓假“预科生”进行诈骗

� � � �国家规定不允许超计划、无计划招生，
以假“预科生”名义进校后不能办理录取手
续，不能电子注册和取得学籍，近几年个别
高职高专院校，承诺“先上车后买票”“专科
进本科出”。一些不法分子借机而动，四处
搜罗生源，向违规招生高校推介，向家长收
取巨额好处费、信息费。

防范提醒：按教育部规定，湖南省考生
只有经过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办理正式录取
手续，才能取得普通高校学籍，毕业时才能
获得普通高校的学历文凭证书。

�利用录取信息欺骗

� � � �每年招生期间， 有些骗子利用家长和
考生提供的报名号或准考证， 在招生录取
现场咨询点查询考生投档轨迹， 钻家长和
考生信息不灵的空子， 本属于正常投档和
录取，却向考生家长报功，并借机向家长收
取钱财。

防范提醒 :考生不要轻易将自己的身
份证号码和报名号告诉别人 。 在录取过
程中 ， 所有考生都可以通过湖南招生考
试信息港网站和当地县 （市 、区 ）招办查
询自己的录取结果 ， 只有在省教育考试
院指定的查询渠道查到的录取结果才是
真实可靠的。

高招26日启动，小心8大诈骗伎俩

6月8日下午5时18分，2018全国高考长沙市第一中学考点，完成高考的考生开心地冲出考场。（资料图片）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6月8日，永州市零陵区，参加高考的考生伸出
大拇指，自信满满。（资料图片） 陶旭日 摄

高分考生大幅增加
文科680分及以上考生25人，

理科700分及以上考生28人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余蓉）今年我省
将继续实施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三大计
划，做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

国家专项计划由中央部门和地方本科一批招
生的学校承担，招生计划由教育部安排确定。湖南
省国家专项计划招生实施区域为集中连片特殊困
难地区县（市）、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新邵
县、邵阳县等共计40个县（市）。经我省统一组织
审核合格的考生方可参与投档和录取。

国家专项计划中需要政审、面试、体检的院校
（专业）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6日至27日，录取安
排在本科提前批；其他院校（专业）志愿填报时间
为6月26日至7月1日，其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
16日8时-18时， 录取安排在本科提前批之后、本
科一批自主招生投档前进行， 录取分数线原则上
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地方专项计划招生由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
学等11所湖南省所属本科一批高校负责实施，只
招收我省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前（2015年12月31日
前）具有我省农业户口的考生。省教育厅有关部门
和高校商议后按需求确定招生计划。

地方专项投档录取安排在本科一批。录取分
数线原则上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科类录取控
制分数线。

高校专项计划由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自主
招生试点高校承担，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招生计划由招生学校依据教育部要求制定，不少
于本校年度本科招生规模的2%。按规定，湖南省
实施高校专项计划的区域为茶陵县等51个县
（市、区）。通过我省统一审核合格，并在有关高校
公示名单中的考生方可参与投档和录取。

高校专项计划志愿的填报时间为6月26日至
7月1日。 投档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录取结束后、本
科一批平行志愿投档前进行，录取分数线原则上
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