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考试局 4日还公布 2017年军队
院校招生面试体检合格考生名单遥 未

公布名单的考生体
检结果为不合格遥 体
检不合格者袁本人可
于 7 月 5 日 8 时至
11 时袁 持考生身份

证尧 准考证到一八七医院体检中心当
面查询袁如有异议袁可提出复检申请袁
由省军区招生办根据规定组织复检袁
复检结果为最终结论遥 对可通过服用
药物或其他治疗手段影响检查结果的
项目不予复议袁 考生的初检结论即为
最终结论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肖卫香冤 7月 4日袁省教育厅公布中考评卷措施和方法遥 今年共有 9个学科 723名评卷教师
参加中考评卷工作遥中招评卷场在位于琼海市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遥今年全省报名参加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的初三考生共 10.3
万人袁参加初二生物尧地理考试的考生 10.45万人袁共回收答题卡 113.6万张遥 根据海南省中招时间表袁省中招办 7月 4日前召开全省中
考评卷大会尧开始评卷袁7月 7日起袁至 7月 10日上午袁各中学和市县渊单位冤中招办核对考生志愿信息遥 7月 12日结束评卷工作袁再经
成绩复核和合成尧转换等程序后袁19日公布成绩遥

今年共有 9个学科 723 名评卷
教师参加中考评卷工作袁实行网上评
卷遥为使评卷教师在整个评卷过程中
看不到考生的任何信息袁系统会将考
生姓名尧准考证号等信息隐去袁并对
考生的答题内容以一定题数为单位
进行分割袁再随机派发给相关题组阅
卷老师评分遥考生成绩在评卷结束后
由计算机自动生成袁不再存在登分误
差遥此外袁通过网上评卷管理系统袁可

以对每一个评卷教师尧每一小题的评
分过程进行实时监测确保评分准确
无误遥

从 723名评卷教师中抽调各学
科骨干教师 93名袁 于 7月 2日下午
至 3日上午进行试评遥 7 月 3 日下
午袁 省中招办召开评卷动员培训大
会袁对全体评卷员的评卷工作提出了
具体明确的任务和要求遥

723名教师参加 实行网上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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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0分和满分的答卷袁或客观题
得分比较高尧主观题得分明显偏低或
客观题得分比较低尧主观题得分明显
偏高等的异常答卷袁在评卷的最后阶
段全部进行复核袁 以确保万无一失曰
对有特别记号的问题卷和违规作弊
的答卷袁在评卷结束后由省中招办评
卷领导小组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遥 此
外袁省中招办评卷组还会从各学科中
随机抽取部分考生的答题卡进行人
工判分袁 并与网络评卷结果进行比
对袁以确保准确无误尧万无一失遥

为确保考生成绩万无一失袁省中
招办将会抽取近百个考生的各科试
题得分进行人工加分比对袁同时将个
别学校考生的成绩发至该校与学生
平时学习成绩进行总体印证袁确定无
误后袁才正式向外公布遥

我省723名教师参加中考评卷 多步骤确保评卷公平

中考昨日起评卷 19日

正式评卷过程中袁所有非选择题
的每个小题都由两名及以上阅卷教
师野背靠背冶分别评阅袁即实行双评或
多评袁每个考生的一份试卷将由十几
个或几十个评卷教师评判遥

今年规定双评误差区间不超过
15% 渊语文作文误差区间不超过
12%袁两个评卷员的评分误差不超过
6分才有效冤遥 当两位评卷员对同一
答题的判分分差在有效误差区间
内袁其判分有效袁并取两者的平均分

作为考生该题的得分曰 若两位评卷
员对同一答题的判分分差超出误差
区间袁其判分无效袁电脑自动分发给
第三位评卷员进行三评袁 若三评仍
然无效袁则交由学科组长仲裁遥评卷
系统自动对评卷误差进行严格甄别
和控制袁 除了采用双评或多评的方
式以外袁评卷系统还设置了回评尧自
查尧互查的监控手段袁以确保所有评
卷教师评分标准的一致性袁 从而保
证了评卷的质量遥

今年规定双评误差区间不超过 15%

对画面模糊不清答卷重新人工对比

各学科评卷组实行组长负责
制袁 学科评卷组内设总质检员和小
题组长遥各大尧小组长和质检员除了
对评卷工作进行管理外袁 还负责评
卷质量检查遥首先是评卷教师自查袁
其次是题小组组长及题质检员进行
复查袁 再是学科组总质检员和学科
组长的全面质量检查遥 通过三级质
量管理袁 确保各题及整个学科的评
卷质量遥

模糊不清的答卷一般是用不规

范的笔做答的袁电脑扫描后的图像可
能会模糊不清袁评卷教师评卷时识别
有困难遥 为解决这类问题袁在评卷的
过程中袁对模糊不清的答卷袁评卷员
先将其当作问题卷提交袁待后台进行
技术处理渊如提高其对比度等冤后再
发评袁若有必要袁可直接提取原始答
题卡进行人工比对和复评袁以确保评
卷的准确性遥 此外袁对答错位置的答
案也会当作问题卷提交袁待进行认真
甄别后合理给予判分遥

复核主观题得分偏高等异常答卷

高校特殊招生考生名单公示

788名考生获得高校
专项计划入选资格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肖卫香冤7月 4日袁 2017年普通高
校特殊类型招生考生名单已经省考试局官网进行公示遥 省考试局公示名单包
括院叶2017年取得高校自主招生入选资格考生名单曳叶2017年取得高校专项计
划入选资格考生名单曳叶2017年取得普通高校高水平艺术团资格考生名单曳和
叶2017年取得高水平运动队资格考生名单曳袁考生和家长可上网查询遥
另据悉袁我省高考录取自 7月 10日起袁进行录取和投档遥 其中袁特殊类型

考生首先参与军队尧武警尧公安尧司法类本科学校及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录取的
其它本科学校投档录取遥

商报记者从海南省考试局获悉袁
今年袁 海南共有 6名考生取得普通高
校高水平艺术团资格袁 这 6名考生均
来自海南中学袁 其中袁3名考生通过舞
蹈项目尧2名考生通过器乐项目尧1 名
考生通过声乐项目遥

此外袁 根据省考试局 4日公示的
2017年普通高校特殊类型招生考生名
单袁788名考生获得高校专项计划入选资
格尧43名考生获得 2017年取得高校自主
招生入选资格曰144人获得 2017年取得
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资格遥

76名考生通过公安现役院校面试体检

我省 2017年高考 10 日开始录取袁 特殊类
型考生首先参与军队尧武警尧公安尧司法类本科学
校及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录取的其它本科学校投
档录取遥
在招生学校所属批次的生源分布统计期间袁

省考试局将已公示且投档成绩达到自主招生分
数线渊或相应的分数要求冤且报有渊保送生尧自主
招生尧高校专项计划尧高水平艺术团尧高水平运动
队和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等冤特殊类型志愿的考
生档案投给招生学校袁由学校根据入选资格考生
投档给予优惠分值及入选专业尧省考试局测算的
高校模拟投档线进行确定录取遥

体育类单独招生学校的录取安排在学校所
属批次正式投档之前袁根据学校提供的拟录取名
单袁省考试局审核考生资格后袁将符合条件的考
生档案向学校投档袁在学校调入招生计划后办理
录取手续遥
对于不作分省计划的 30所独立设置的艺术

院校本科专业和经教育部批准参照独立设置本
科的艺术院校招生艺术专业的清华大学尧中国传
媒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等学校以及其它招生艺
术类专业的野校考冶学校袁我省不划定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袁根据考生所填报的志愿顺序袁按梯度
志愿投档程序给学校投档袁 由学校根据高考成
绩尧校考成绩及公布的招生章程择优录取遥

根据省考试局 叶2017年公安现役
院校招生面试体检合格考生名单曳袁我
省共 76名考生通过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学院和公安海警学院招生面试
和体检遥

据悉袁 军检安排在 7月 2日至 5
日袁考生不管报考几个志愿袁只须参加
一次军检遥体检结果不合格考生如有异

议袁可提出复检申请袁由省军区招生办
根据规定组织复检袁复检结果为最终结
论遥 根据相关规定袁体检不合格考生由
本人到海南省边防总队医院当面查阅
体检结果袁如有异议袁可当场提出复检
申请复检遥4日下午 7时许袁省考试局公
布 2017年公安现役院校招生体检复检
合格考生名单袁4名考生复检合格遥

6考生取得普通高校高水平艺术团资格

242人通过军队院校招生面试体检

我省特殊类型考生
将如何被“投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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