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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今年应届初中毕业生约11.5万人

广州普通高中招生任务为5.5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丘敏华

通讯员 粤教宣）

日前，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下达2020

年高中阶段学校指导性招生任务的通

知。 据核定，2020年全省高中阶段学校

（含技工院校，下同）

招生任务为117.4万

人；其中普通高中招生59.9万人、中等职

业学校

（含技工院校，下同 ）

招生57.5万

人以上。 记者从指导性招生任务表获

悉， 广州市今年应届初中毕业生为

115597人， 普通高中招生任务为55000

人，中职教育

（含技工，含接受及输送生

源任务）

招生任务为71400人。

各市不得随意调增普通高中学

校招生数

2020年，广东省大部分地市初中毕

业生同比有所增长。 指导性招生任务表

数据显示，今年广东省应届初中毕业生

合计超121万人。 全省高中阶段学校指

导性招生任务中，高中阶段学校总招生

数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为最低控制

数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为全日制招生

任务）

， 普通高中学校招生数为最高控

制数。

通知要求，各市在安排高中阶段学

校招生计划时， 必须严格调控招生规

模，不得调减高中阶段学校总招生数和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不得随意调增普

通高中学校招生数；在确保完成省下达

的总招生任务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任

务的前提下，对超出省下达总任务的招

生计划，应参照省招生任务中确定的普

职招生比例，合理分配至普通高中和中

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中。 技工院校招收

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具体招生计划由

学校自主确定。

各市要将转移招生任务纳入整体

招生计划，足额分解落实到位，确保完

成招生、送生任务。 省属中等职业学校

要参照省属学校招生总量中转移招生

比例科学制定分地区招生计划，将主要

学位用于面向粤东西北地区招生。

今年广州普通高中录取率变低

了吗？

记者从指导性招生任务表获悉，广

州市今年应届初中毕业生为115597人。

普通高中招生任务为55000人， 中职教

育

（含技工，含接受及输送生源任务）

招

生任务为71400人。总招生任务为126400

人，大于应届初中毕业生人数。

若仅从应届初中毕业生人数、普通

高中招生任务人数这两个数据来看，得

出录取率为47.58%。 因此，许多家长发

出疑问：“今年广州普通高中录取率不

到五成了吗？ ”

需要注意的是，广州每年的普通高

中录取率

（实际录取率）

=录取人数/志

愿填报人数。 由于有部分应届初中毕业

生会出国、返回户籍地升学等，所以今

年广州中考报名人数、志愿填报人数会

少于115597人。

此外，记者注意到，省教育厅发布

的普通高中招生任务数不一定是最终

招生人数。 以 2018 年为例， 省教育厅

下发给广州的普通高中招生任务为

50800 人， 最终共有招生计划 53868

个。 同时， 从 2018 年省教育厅公布的

指导性招生任务表中算出， 当年普通

高中预计录取率为 49.50%。 实际上，

2018 年广州普通高中的录取率为

63.94%。 从近五年广州普通高中的录

取率来看， 均超过了六成。

广东多所学校发布艺考调整方案

部分仍需校考 多数改提交视频或线上考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外省各校

的艺考方案纷纷出炉，那么广东高校呢？日

前记者了解到，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深圳大学等校也开始发布艺术类考试调整

方案， 采用录制视频的方式进行考核。 其

中，中山大学首招音乐表演专业本科生，不

举行校考；华南理工大学音乐表演、音乐学

专业广州、兰州考点取消现场考试，采用网

上视频面试进行考核。

中大：首招音乐表演专

业本科生50人

日前， 中山大学发布2020年艺术类音

乐表演专业招生简章， 首次招收音乐表演

专业本科生，学制四年，计划招收50人。

招生方向包括声乐表演、钢琴表演、小

提琴、萨克斯、长笛、单簧管、琵琶、古筝、竹

笛等。 学校建有交响乐团、民族乐团、合唱

团等艺术社团， 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艺术

实践平台， 致力于培养具有高水平音乐表

演能力、文化艺术修养、创新精神，拥有家

国情怀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音乐表演专业录取时使用考生专业省

级统考成绩，学校不举行校考。若省级招生

考试机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 则执行其投

档办法， 按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在广东省招考方向按“志愿优先，遵循分

数”原则进行录取。 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不

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则在符合报考条件的投

档考生中，根据招生计划，按照考生省级统

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统考成绩

相同时，高考文化课成绩高者优先录取。

华工：俩专业在广州考点取消现场考试

华南理工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

学校 2020 年音乐表演专业本科招生

专业考试已举行的郑州、 南昌考点成

绩有效；音乐表演、音乐学专业广州、

兰州考点取消现场考试， 采用网上视

频面试进行考核，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广州、 兰州考点的考试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8 日左右进行专业一试，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专业一试后，该校

将在华南理工大学招生工作办公室网

站（http://admission.scut.edu.cn/）公 布

进入专业二试考生名单及专业二试考

试时间段，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专业二

试大概会在 2020 年 4 月下旬， 具体时

间另行通知。 所有考生

（含南昌、郑州

考点）

可于 7 月中旬前登录华南理工

大学招生工作办公室网站查询专业考

试成绩及合格名单。

深大：仅有两个专业在广东需校考

深圳大学方面，2020年本科艺术类

招生专业仅有表演

（影视戏剧）

和播音

与主持艺术专业在广东省采用校考方

式招生。原校考报名无效并取消现场确

认

（含现场缴费）

，报考上述专业的广东

省考生须通过阳光高考特殊类招生报

名平台重新报名、填写资料、网上缴费。

报 名 网 址 ：https://gaokao.chsi.com.cn/

zzbm/yslbm/。

初试考核方式为考生线上提交视

频作品，考生须在报名平台报名时按照

简章和大纲要求分专业上传视频作品。

之后，深圳大学将组织专家对考生作品

进行评定。 通过初试的考生，将于高考

后两周内参加该校组织的现场复试考

试。 复试具体时间及地点将另行通知。

华农： 广东考生

需参加表演专业校考

日前， 华南农业大学也发布

2020年普通高考艺术类表演专业

招生考试调整方案，包括广东在内

的省

（区）

，必须参加该校表演专业

校考。 该校负责人表示，广东省考

生持有广东省艺术类校考准考证

才能报考，辽宁省考生需参加辽宁

省戏剧与影视学类统考并合格才

能报考。 其他省份考生报考条件，

按各省招办相关规定执行。

此外，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也发布2020年艺术类专业校考公

告，决定该校2020年在各省的艺术

类校考专业不变；部分前期已经参

加过艺术类线下考试的考生，不需

要按新方案再次重复考试；对后续

新增报考考生，将通过在线专业考

试平台进行考核。

2020年艺术类专业校考报名

采用网上报名、 网上缴费方式，考

试报名费：200元/人/科，考生可选

择兼报两个或两个以上专业。 广

东、新疆、内蒙古、吉林、黑龙江、辽

宁、山西、陕西、江西、河北、上海、

江苏、云南、山东等省份的新增考

生， 考试时间为4月18日09：00~30

日24：00， 根据各自预约的考试时

间，在“小艺帮App”通过身份证号

登录后点击“申请视频考试”，即可

开始进行线上考试。

广大：共有9个专业（类）招生

广州大学日前亦发布 2020 年普

高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公告， 共有 9

个专业

（类 ）

招生，分别为美术学

（师

范）

、设计学类

（含数字媒体艺术、产品

设计、环境设计）

、音乐学

（社会音乐）

、

音乐学

（教师教育）

、广播电视编导、舞

蹈编导

（不含国际标准舞 ）

、舞蹈编导

（国际标准舞）

、 播音与主持艺术

（普

语）

和播音与主持艺术

（粤语）

。

9 个专业

（类 ）

均在广东招生。 其

中，舞蹈编导

（国际标准舞）

、播音与主

持艺术

（普语 ）

和播音与主持艺术

（粤

语）

三个专业，专业成绩使用该校校考

成绩；而剩下的 6 个专业，针对广东的

考生， 专业成绩使用广东省各科各类

统考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