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9189

个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1845

个

19606

个

19243

个

8658

个

9002

个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广东实验中学

广东广雅中学（本部校区）

广州市执信中学

广州市第二中学

广州市第六中学

广东华侨中学

广州市协和中学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广州市铁一中学（越秀校区）

广州市铁一中学（番禺校区）

广东广雅中学（花都校区）

152 个

320 个

279 个

364 个

416 个

364 个

250 个

260 个

288 个

158 个

165 个

185 个

省一级普通高中

1761

个

招生学校

76

所

81

个校区（较去年增加

10

所学校

11

个校区）

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43

所

47

个校区

广州市示范性普通高中

24

所

25

个校区

省一级普通高中

9

所

名额分配计划

21845

个（比去年增加

2239

个）

国 家 级 示 范

性 普 通 高 中

14558

个

广州市示范性

普通高中

5526

个

广州市第十三中学

广州石化中学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中学

广州市番禺区石北中学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中学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中学

广州市花都区第一中学

广州市南沙大岗中学

广州市从化区第二中学

134 个计划

120 个计划

176 个计划

308 个计划

176 个计划

176 个计划

276 个计划

145 个计划

250 个计划

省市属学校名额分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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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普通高中名额分配计划电脑派位结果出炉

21845个计划在第二批次录取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丘敏华 通讯员 穗考宣

昨日下午，2021 年广州市普通高中名额分配计划电脑派

位仪式在市招考办举行。名额分配招生学校为公办的示范性普

通高中学校(含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和市示范性普通高

中学校)和省一级普通高中学校，招生总计划为 43848 个，其中

名额分配计划 21845个，比去年增加 2239 个。 全市符合名额

分配报考资格的考生人数共有 60325人， 相当于 2.76 名考生

分 1个计划。名额分配计划的志愿将于 6月 1日至 5日与其他

批次志愿同步填报。

“名额分配”比例保持50%不变

“名额分配”即往年广州实施

的“指标到校”政策，今年按省的

政策规范表述为名额分配。 今年

是广州实施中考改革第一年，在

保持总体稳定基础上，进一步优化

和完善名额分配政策。 今年名额

分配的不变之处： 一是名额分配

报考资格条件保持不变； 二是名

额分配比例保持50%不变； 三是

名额分配办法、 电脑派位方式保

持不变； 四是名额分配录取最低

控制分数线设置办法保持不变。

三大调整

首次纳入9所公办省一级普通高中学校

今年名额分配计划比去年增加2239个

去年名额分配计划为 19606

个， 符合报考资格的考生人数为

61551 人，相当于 3.14 名考生分 1

个计划。 今年名额分配计划

21845 个，比去年增加 2239 个，符

合名额分配报考资格考生人数共

有 60325 人， 相当于 2.76 名考生

分 1 个计划。这意味着，今年名额

分配计划竞争程度有所减弱。

439 所初中学校分得省、市

属名额分配计划，445 所初中学

校分得区属名额分配计划，44 所

初中学校因符合名额分配报考资

格考生数为 0 而未分得名额分配

计划。 集团内农村初中和集团内

上一年中考总分平均分低于全市

中考总分平均分的初中学校共有

72 所，分布在 34 个教育集团，共

分得面向集团直接分配的计划

311 个。

今年名额分配数据

新增九所省一级普通高中学校

考生可抓住机会进心仪学校

今年的名额分配政策首次将公办省一

级普通高中学校纳入名额分配招生学校范

围，共有 9 所，优质学位数量继续提升。

今年名额分配安排在第二批次填报志

愿， 与第三和第四批次一样采用梯度控制

线上志愿优先投档方式统一投档录取，保

护了中高分考生。

在主要由户籍生参与的第二批次名额

分配招生中，户籍生更要充分重视，利用以

下机会填报名额分配志愿， 提高被心仪学

校录取的几率。

分数线降20分，低分高录进心仪学校

由于名额分配主要是校内竞争， 可降

20 分录取， 普通学校的高分段学生可凭借

稍低分数进入优质高中。 今年，没有一所名

额分配招生学校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超

过 700 分。 最高是华附和省实， 均为 697

分，随后是二中 691 分、广雅 687 分、广大

附中 683 分、执信和六中均为 675 分。

从去年情况来看， 不少学生受益于名

额分配，可以低分高录，各校流标率大幅降

低。 其中，省、市属示范性普通高中计划完

成率约 72%，首次达到七成，较 2019 年提

高约 12 个百分点。 在录取的 14476 人中，

3559 人的录取分数低于招生学校前 3 年录

取最低分的平均分，占比约为 25%。 另据记

者统计，在省实、广雅、执信等前几所名校

的名额分配录取人数中， 超过一半人数低

于该校提前批户籍生录取最低分数。例如，

在广大附中录取的 123 所初中里，有 96 所

中学的学生以低于 717 分的分数进入广大

附中，比例达 78%；执信、六中的比例分别

为 68%、70%，七中达 87%。

把握红利，增加考入公办省一级机会

今年的名额分配招生学校增加 9 所公

办省一级普通高中学校， 这些学校往年的

录取分数较低， 对应地， 今年名额分配录

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也较低。 总体来看， 对

于普高线上各个分数段的考生而言， 在名

额分配中基本都能选到合适的高中学校，

因此， 考生应把握好名额分配政策的红

利。

如果考生预估分数仅在普高线上，那

么可以通过第二批次名额分配， 以较低分

被公办省一级高中录取。

首次多梯度投档，科学填报机会大

往年， 广州中考的名额分配只设置录

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绝大部分学校都在第

一志愿录满。 今年名额分配安排在第二批

次，采用单独批次、单独录取的招生办法。

首次实行多梯度投档录取， 采用梯度控制

线上志愿优先投档方式， 梯度投档控制线

间隔为 40 分，增加了考生非第一志愿被录

取的几率。 这意味着，只要考生科学合理地

填报名额分配的 3 个志愿， 那么冲刺心仪

学校的机会将更大。

需要注意的是， 今年名额分配增加了

录取参考科目成绩等级要求， 示范性普通

高中名额分配投档考生的录取参考科目成

绩均须达到 C 级及以上， 非示范性普通高

中名额分配投档考生的录取参考科目成绩

均须达到 D 级及以上。

近六年名额分配计划

1. 首次将公办省一级普通高中学校纳入名额分配招生学

校范围，名额分配招生学校范围扩大至公办的示范性普通高中

学校（含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和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学

校）和省一级普通高中学校；

2.名额分配安排在第二批次录取，采用单独批次、单独录

取的招生办法；

3. 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投档录取规定， 实行多梯度投档录

取，增加了录取参考科目成绩等级要求。

·新中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