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2~14

日：考生

填报志愿。

●3

月

16

日：下午春季

分类考试招生院校网上报

到。

●3

月

17

日： 上午，高

职院校“依学考成绩录取”模

拟投档， 高职院校确定计划

调整方案， 办理计划调整手

续。

●3

月

18

日：上午确认

招生计划。 下午， 省招办投

“依学考成绩录取” 文科类、

理科类、体育类、音乐类、美

术类考生档案。

●3

月

19

日： 上午 10:

00 前，高职院校阅投档考生

档案，上午 12:00 前清档。

●3

月

20

日： 下午 16:

00 前录检结束。

●3

月

21

日：整理缺额

计划。

●3

月

22

日

~23

日：向

社会公布缺额计划, 考生补

报志愿。 23 日下午 16:00，省

招办投征集志愿考生档案。

●3

月

24

日： 上午 11:

00 前征集志愿清档， 下午

17:00，征集志愿录检结束。

（注：录取工作日程表如

有变动， 请以录取系统通知

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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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考”录取今日起填报志愿

□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从 今 日 起 ，2019

年广东高职院校依据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招生录取（以下

简称“学考录取”）开始

填报志愿，截止时间为

3月 14日。 目前，学考

录取已经成为学生就

读心仪高职院校的主

要途径之一， 按照规

定，今年全省所有高职

院校都将学考录取。 对

于考生而言，既考虑院

校，又考虑专业，是当

下很多同学填报志愿

的重要考量， 那么如

何才能稳妥地被心仪

院校录取呢？ 专家提

醒， 建议考生报考时

除了对自身成绩及排

位有充分了解外， 还

要了解招生政策和院

校招生章程， 看准专

业报考要求， 并从自

己未来的职业生涯规

划和兴趣为出发点选

择专业与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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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相关规定，“依学考成绩录取”设

一个平行志愿组，6 个院校志愿数。 每所院

校设 6 个专业志愿及 1 个是否服从专业调

剂选项。 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依据

高职

（专科 ）

院校各科类招生执行计划，分

别按 1:1 比例根据考生投档排位从高到低

投档，由高职

（专科）

院校择优录取。 录取投

档时， 根据考生投档排位情况依次检索考

生填报的院校志愿进行投档，排位相同、志

愿相同的，一并投档。 考生档案一旦投出，

不再检索考生后续院校志愿。

广东省考试院建议， 考生填报志愿时

要熟悉政策、合理定位、科学填报，以增加

被录取的机会。 其中，考生要根据成绩及排

位情况，结合院校的招生情况综合考虑，形

成合理的梯度，既要避免“高分低就”，又要

有效规避落选风险。

据悉，目前 2019 年学考成绩分数段统

计以及广东省 2018 年高职院校依据学考

录取文、 理科第一次投档情况和分数段统

计表已经在广东省考试院等各平台公布。

私立华联招生负责人李老师表示， 考生填

报志愿时可参考去年学校录取最低排位、

各分数段人数、招生人数等因素综合考虑，

利用冲稳保的原则， 适当冲刺重点高职院

校， 稳保则考虑其他优质高职院校。 例如

2018 年的理科录取，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和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最低排位在 40000 以

下，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和中山火炬职

业技术学院甚至在 60000 以下。

参考去年录取排位 用好“冲稳保”原则

专业决定考生未来就业方向， 学考提

前录取专业众多，到底选哪个？ 省考试院提

醒，考生专业志愿要“冷热”搭配,留有余地。

从院校录取情况看， 进档考生中热门专业

和优势专业很可能会出现“拥堵”。 因此，考

生在填报志愿时要注意专业的“冷热”搭

配。 为增加被录取的机会，最好填“服从专

业调剂” 选项， 如果考生服从调剂专业志

愿，则被录取的可能性就更大，如不服从调

剂专业志愿，则被退档的可能性增大。 因此

考生填报志愿时， 要充分考虑学校的层次

和专业报考热度， 既要有成绩可以达到的

最高水平的院校和最合适的专业， 也要有

自己成绩能够达到并保证录取的院校和专

业，做到报考“热门”和“冷门”院校及专业

相结合。

记者查看各校的学考招生简章发现不

少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有高职招办负责人

告诉记者， 日前很多高职都在大力建设中

外合作办学专业， 不过基于办学资质不足

等多重原因， 部分高职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的招生并不理想，有些甚至被叫停。“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良莠不齐，建议考生慎报。 ”

哪些专业可以优先考虑？ 多所高职负

责人建议，高职品牌专业具有一定参考性，

考生最好依据个人兴趣选择心水专业。 广

东科学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考生可

事先通过职业测试确定自身兴趣， 选择自

己真正喜欢的专业， 而非社会认为的好专

业。

专业志愿“冷热”搭配 选择中外合作项目要小心

卓越教育考试研究院有关负责人表

示，对于本专临界的高分考生，学考阶段可

以考虑优质的重点高职院校， 适当舍弃中

低梯度学校的填报。如果学考录取成功，则

在高考阶段再去冲刺本科的院校；反之，则

在高考阶段再兼顾本专的填报。

对比学考和高考的投档情况， 部分高

职院校在高考的投档分数甚至大幅超过本

科控制线。例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考文

科投档线 254 分， 理科 247 分， 高考则为

488 分和 411 分， 分别超过本科线 45 分和

35 分。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考文科投

档线 249 分，理科 240 分，高考则为 461 分

和 392 分，分别超过本科线 18 分和 16 分。

因此高分段的考生可以关注通过学考上优

秀高职这种途径。

2019 年高职院校依据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成绩招生录取中，文科、理科类都要

求文化科总分达 120 分。 如果成绩没有达

到 120 分的学生， 是不是就没有机会被提

前录取呢？ 从学考录取政策实行两年来的

情况看， 往年都会有院校因未招满人需要

补录。 从 2018 年文理的第一次投档完成率

来看，均只有 60%左右，部分重点高职也有

不少的补录计划。

业内人士分析， 今年考虑到平行志愿

的特点+学考录取名额增加，继续补录的可

能性是比较大的。伴随着补录的，一般是分

数线的调低， 所以距离 120 分相差不远的

考生， 今年是有机会通过补录被专科院校

录取的。 每年会补录的学校要看具体录取

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文化科不够 120分有机会参加补录

值得注意的是，报考高职院校

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并被录取的考

生，以及报考高职院校自主招生并

被录取的考生可报名参加普通高

考本科层次招生录取，但不能参加

专科层次的招生录取。 填报本科院

校志愿并被本科院校录取的考生，

取消高职院校录取资格。 而未被依

据学考成绩招生或高职自主招生

录取的考生，可参加普通高考和其

他形式的本、专科招生录取。

特别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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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广州市电子信息学校举办 2019年高职院校招生现场咨询会

信息时报讯（记者 徐珊珊）

3 月 11

日，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建设

职业技术学院、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等来自九所高职院校在广州市电子信

息学校举办 2019 年高职院校现场招生

咨询会，高职院校招生工作人员为学生

及家长就今年各高职院校招生的相关

政策、招生计划、志愿填报、就业前景等

问题进行详细的解答。 据悉，高职院校

在中职校园内设专场进行招生咨询活

动在全市尚属首次。

多年来， 广州市电子信息学校积

极拓展中高职衔接， 2018 年该校升学

率达 93%。 2019 年， 继 308 位同学成

功通过三二转段入读高职院校后， 228

位同学参加 3+证书高职高考， 上线人

数 226 人， 上线率达到 99.1%。 校长王

剑雄表示， 广州市电子信息学校正以

崭新的面貌迎接新一轮国家职业教育

发展机遇， 加强学校内涵建设水平，

提高办学水平， 持续巩固、 不断提高

升学率， 为学生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升

学通道和高职院校， 为高职院校提供

更高质量的生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