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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生，
本科 A 批今日起录取
考生要随时关注录取状态

预计征集志愿时间为 7 月 19 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肖卫香冤 7 月 17 日袁我省将进入本科第 A 批渊文史尧理工尧体育冤尧地方专项计划和本省本
科院校与高职院校联合办学的本科专业录取阶段袁录取时间为 7 月 17 日至 22 日袁预计征集志愿时间为 7 月 19 日遥 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从省考试局获悉袁考生录取状态共分 4 种袁考生可通过 5 种渠道查查询录取动态袁并关注征集志愿信息袁以避免掉档遥
另据记者获悉袁该阶段录取结束后袁我省本科第 B 批渊文史尧理工尧体育冤将于 7 月 24 日 8:00 至 25 日 17:30 网上填报志愿袁学校
录取时间为 7 月 29 日至 8 月 1 日袁预计征集志愿时间为 7 月 31 日遥
此外袁 专科提前批渊文史尧理工尧艺术冤尧高职(专科)批渊文史尧理工尧体育冤填报志愿时间均为 8 月 3 日 8:00 至 5 日 17:30袁其中袁专
科提前批渊文史尧理工尧艺术冤院校录取时间为 8 月 7 日至 9 日袁预计征集志愿时间为 8 月 8 日曰高职(专科)批渊文史尧理工尧体育冤录取
时间为 8 月 11 日至 15 日袁预计征集志愿时间为 8 月 8 日遥 至此袁2017 年海南省高考将全部结束录取遥

A

考生要随时关注录取状态

从今年起袁 本科第一批和本科第二批
合并录取曰从 2020 年起袁录取批次仅设本
科批次和专科批次遥 分学校实行平行志愿
投档和录取袁 增加高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
机会遥
第一种院野自由可投冶袁 表示考生档案是
自由的状态遥 而野自由可投冶又分 3 种情况袁
一是填报的某一批次投档还未开始袁所有填
报该批次的考生均为野自由可投冶;二是填报
的批次投档结束袁因分数低档案未投出的考
生为野自由可投冶;三是投档到学校袁学校阅
档后因为 野不服从专业调剂冶野体检不合格冶
野录取额满总分低冶等原因被学校退档袁考生
的状态依然变化为野自由可投冶遥
第二种院野已经投档冶袁表示考生档案已
经投出到高校袁 等待高校下载阅档时的状
态遥 此时考生已经可以看到所投档的学校
名称遥

第三种院野院校在阅冶袁 表示考生电子档
案已经投出到学校袁 学校已经下载开始阅
档遥 野院校在阅冶状态时袁学校会给符合录取
规则的考生安排专业袁并将不符合录取规则
的考生退档遥
第四种院野录取冶袁 表示考生已经被高校
正式录取袁 也意味着录取环节已经全部完
成遥 此时考生可看到录取学校和录取专业的
名称遥
考生正式录取的状态变化为 野自由可
要野已 经 投 档 冶要要
要野 院 校 在 阅 冶要要
要
投 冶要要
野录取冶曰考生投档被退档的状态变化为野自
由可投冶要要
要野已经投档冶要要
要野院校 在 阅 冶
要野自由可投冶遥
要要
省考试局相关负责人提醒袁考生可关注
省考试局官方微信公众号袁绑定报考卡后访
问海南高考圈 V4 版遥 该平台可通过手机向
考生展示录取全过程的状态变化遥

徐传亮有一个野航天梦冶

B

这些分数将影响考生录取

投档时间段同时也是录取时间段遥 记者从
海南省考试局获悉袁今年我省高考录取投档成
绩标准分垣10%会考分垣政策照顾加分遥
其中袁全国统考科目成绩以单科标准分和
综合标准分的形式公布曰基础会考各科考试成
绩不进行标准分数转换袁按各科卷面成绩之和
的 10%公布遥 体育尧艺术类的专业考试成绩以
考生的实际获得分数公布曰本省普通高中应届
考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记入考生的电子档
案,供高校在录取时参考遥 2007 年至 2017 年
在本省普通高中毕业的应往届考生的综合素
质评价信息表装入考生本人的纸质档案袁供高
校在新生入学时复查遥
文史类尧理工类尧体育类考生的投档成绩为院
高考综合标准分尧 基础会考成绩的 10%(以下简
称会考成绩)和享受政策照顾加分分值之和遥
其中袁艺术类非野校考冶考生的投档成绩
为院在本人的文化课成绩达到规定分数(本科

为梦想奋力拼搏

他，
终于圆梦空军航空大学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邝清晶 摄
影报道冤 2017 年高考录取工作已经开始袁在今年的高
考中袁海口山高实验中学首届高三理渊1冤班徐传亮考取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袁圆了他的野航空梦冶遥

● 老师：
考上是意料之中
据悉袁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
空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以培养飞
行人才为主体袁航空飞行指挥与航
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的综合性军
事高等学府遥 航天英雄杨利伟尧翟
志刚和英雄航天员费俊龙尧 聂海
胜尧景海鹏袁中国第一位女航天员
刘洋等一大批英雄模范袁都出自这
所军校遥 因此袁它被誉为野英雄的摇
篮冶尧野航天员的摇篮冶和野将军的摇
篮冶遥 这样一所优秀的学府袁承载了
所有有野飞行梦冶的学子之心遥
徐传亮也有一个 野航空梦冶遥
而山高袁则圆了他的梦遥
老师们纷纷表示袁 徐传亮能
够考取这所大学袁对于所有教育过
他的山高老师而言袁其实是意料之
中遥
在收到录取喜讯之后袁徐传亮
的班主任向老师激动地表示袁每一
天清晨袁徐传亮都会在校园跑道上
跑步袁然后回教室读书袁一如既往

的坚持早起遥 锻炼尧跑步尧读书袁是
徐传亮在学校里矢志坚持的日常
习惯遥 野传亮像许许多多有着梦想
的人一样袁安静地刷题袁或是大声
背书袁因为他知道袁任何一个值得
去的地方袁都没有捷径浴 冶说起这个
让他骄傲的学生袁向老师的欣喜之
情溢于言表遥
在高三学部主任黄云老师的
眼中袁徐传亮同学是值得高三年级
全体学生学习的榜样遥 他热爱运
动袁 新生杯篮球赛有他矫健的身
影曰校运动会上有他奋力拼搏的身
姿曰 他积极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袁
在学校的种子课上表现活跃曰英语
辩论赛上他拔得头筹曰诗歌朗诵比
赛中袁 他是优秀的诗歌朗诵者曰学
校大型文艺晚会尧高三成人礼等活
动上袁他亦是优秀的主持人遥 这样
一名优秀的学生袁在山高学校各位
优秀老师的培养下袁考上这所全国
著名的大学是实至名归遥

● 学生家长：感谢母校栽培
14 日中午袁 微风轻抚袁在
澄迈县福山镇高速路口袁 徐传
亮同学一家已经等在那里袁徐
传亮的家人对山高母校领导和
老师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和感谢遥
徐传亮是一个皮肤黝黑的
男生袁面对镜头也落落大方遥 徐
传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袁 能取
得这个成绩袁首先感谢父母袁是
他们养育了他曰其次袁感谢山高
学校的悉心栽培袁 美丽的山高
校园尧 真诚的老师以及热情的

校长让他在学校的生活非常精
彩袁野可以说袁没有山高学校袁就
没有我的空军梦遥 冶徐传亮动情
地说遥
徐传亮的父亲收到喜讯后
也十分激动袁他表示袁山高实验
中学非常了不起遥 野我儿子从小
学到高三袁 一直坚定的选择在
山高学校就读袁 他今年如愿的
考上了空军袁 我们全家人感谢
山高学校对我儿子的培养袁感
谢领导的关怀袁 感谢老师们辛
苦的付出遥 冶

分数线为本科 A 批文史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
线的 65%袁 专科分数线为高职专科批文史类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 70%)的前提下袁分别
以考生的美术尧书法尧声乐尧器乐尧舞蹈尧播音与
主持等专业考试成绩作为投档成绩遥
对于文史类尧理工类考生而言袁 对达到当
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以上的考生袁分科类按
考生的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排序遥 根据
排序袁从高分到低分逐一对每个考生填报的学
校志愿按顺序进行检索袁当考生的投档成绩符
合其中一所学校的投档条件且所报考的学校
尚未投档满额时袁即向这所学校投档遥 投档后
排列在投档学校后面的其他志愿就不再继续
进行检索和投档曰每批进行一轮的平行志愿投
档后袁对于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袁省考试
局在其网站公布这些学校名称尧专业名称和专
业招生计划数袁组织当批没有被投档和已投档
但被学校退档的线上考生填报征集志愿遥

小贴士

5 种途径随时查询
录取状态征集信息
今年考生可以通过 5 种渠道查
询成绩袁包括院
1.省考试局官网查询;
2.扫描考生报考卡二维码查询;
3.通过海南高考圈查询;
4.通过省考试局微信平台查询;
5.通过微信城市服务查询遥
高考及录取期间袁省考试局继续
向考生提供便捷查询的一站式移动
互联网应用平台野海南高考圈冶袁继续
通过该平台第一时间提供考生成绩
查询尧批次划线查询尧高考政策查询尧
高考资讯查询曰实时提供考生个人录
取状态尧同班同学录取情况尧同一所
高校在海南所录取考生及专业查询曰
及时进行高考信访交互等功能遥
据了解袁 省考试局在填报了征集
志愿的考生中袁按平行志愿的投档办
法给没有完成计划的学校补充投档曰
每批平行志愿和征集志愿的投档一
般只进行一轮袁一轮投档后再根据各
院校完成计划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征
集志愿遥 而征集志愿信息将会公布于
海南省考试局网站遥 海南省考试局相
关负责人提醒袁考生在录取期间需及
时关注自己录取动态袁未显示野录取冶
的考生袁 需随时注意征集志愿信息袁
以免错过时间造成掉档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