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

2021

年本科院校各类别征集志愿分数要求、在库考生及补录计划统计

类别

普通类（历史）

普通类（物理）

体育类

美术类

音乐类（音乐表演 - 器乐）

舞蹈类

广播电视编导类

分数要求

总分448分

总分432分

文化科总分347分，体育术科195分

文化科总分325分，美术术科200分

文化科总分325分，音乐术科185分

文化科总分260分，舞蹈术科178分

文化科总分390分，广播电视编导术科183分

累计在库人数

11607

25938

1178

3072

1093

78

238

补录计划

1102

805

5

34

6

33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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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通讯员

廖培金）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民政局获悉，

2021年广州市社会福利院

（以下简称 “市

福利院”）

有两名学生参加高考、两名学生

参加专升本考试，4名学生全部达到本科

录取线。

患有视障一级残疾的小飞

（化名）

是

市福利院今年参加高考的一名学生，也是

该院第一个考上本科的视障学生。“小飞

是一个很积极上进的孩子，平时不管是院

里还是学校，只要有学习机会，他都会主

动争取，所以他是个很‘全能’的孩子，会

吹笛子、弹钢琴、踢足球，会主持、会朗诵

……”聊起小飞，市福利院特教部老师赖

晓玲总是一脸自豪。

市福利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市面上盲

文高考教材较少，小飞平时学习只能依靠

老师讲述，容易出现知识点掌握不佳的情

况，在后续的考试和新知识的学习上略显

吃力。 因为不懂的知识点越积越多，小飞

一度有焦虑情绪。负责小飞生活和学习的

赖晓玲察觉后，单独找小飞进行聊天并开

导。小飞透露，自己的梦想就是考上大学，

拥有一技之长， 出来社会后能够自食其

力。

与小飞同年参加高考还有一名叫小

爱

（化名）

的姑娘，她乖巧可爱，学习自觉，

从小成绩优越，高考成绩比广东省本科录

取线高26分。而小菲

（化名）

和小白

（化名）

则是市福利院今年参加专升本考试分别

被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和广州华商学

院录取的学子。

广东本科院校有2114个补录计划

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截至今日18时，预计补录竞争依然激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淑仪 通讯员

粤考宣 ）

昨日，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

《关于做好广东省2021年本科批次征集志

愿和网上录取工作的通知》， 明确本科批

次的征集志愿程序、录取办法等，并公布

了本科院校征集志愿招生计划表以及不

同类别征集志愿在库考生分数段统计表。

记者梳理上述数据发现，今年广东本

科院校有2114个补录计划虚位以待。 不过

符合分数条件的在库考生远超计划数，预

计补录竞争依然激烈。征集志愿填报时间

截至今日18时，考生切记抓紧时间填报。

市福利院4学子高考及专升本考试达到本科录取线

视障孩童：考上大学，希望能有一技之长

记者根据省考试院发布的普通高校

招生本科院校征集志愿招生计划表以及

征集志愿在库考生分数段统计表整理数

据发现，今年广东本科高校普通类

（历史、

物理 ）

补录计划共1907个，同比去年的普

通类文理科补录计划

（

769

个）

增加不少，

且符合补录分数条件的在库考生数

（

37545

人）

也比去年

（

41103

人）

有所减少。

但由于计划数仍少于考生数，预计本科批

次的补录竞争依然激烈。

具体院校方面，普通类

（历史）

有22所

广东高校有补录计划。 其中，广东理工学

院、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广州科技职

业技术大学补录计划较多；普通类

（物理）

有29所广东高校有补录计划。 其中，广东

药科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岭南师范

学院、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等补录计划较

多。

省考试院提醒，考生填报志愿时须认

真查看征集志愿高校招生章程，特别是身

体条件要求和考试成绩要求等，尽量选择

服从专业调剂。避免因不服从专业调剂或

身体条件受限，被院校退档。记者留意到，

宁波诺丁汉大学普通类

（历史）

专业组201

要求考生英语成绩达到115分； 暨南大学

普通类

（物理）

专业组207的信息与计算科

学

（中外合作办学）

、经济统计学

（中外合

作办学）

专业要求考生外语成绩达到120

分，数学成绩达到113分。

本次征集志愿学校有部分是收费较

高的民办高校或独立学院，包括部分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 比如暨南大学普通类

（历

史）

专业组207的4个补录专业都是暨大与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每

学年学费7万元， 并且对考生的成绩有一

定要求———数学科目分数不低于科目总

分的75%、 外语科目分数不低于科目总分

的80%。 专业组仅录取有联合学院专业志

愿的考生，同意专业调剂者，在4个专业范

围内调剂，否则作退档处理。

因此，考生填报志愿时须根据自身家

庭经济情况和个人意愿，认真查看有关高

校及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招生章程，了解

收费标准，慎重填报。一经确认，投档后不

得申请放弃。此外，征集志愿录取时，以考

生重新填报的本科批次征集志愿为准，考

生原填报的本科批次院校专业组志愿信

息无效。

本科批次院校普通类

（历史、物理）

可

填报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可填

报6个专业志愿及1个是否服从调剂选项；

省统考的体育类、音乐类、美术类、舞蹈

类、广播电视编导可填报15个院校专业组

志愿；每个院校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及1个

是否服从调剂选项。 参加征集志愿的考

生，须分类别进行填报，体育类及艺术类

考生不得兼报普通类院校专业组志愿。

体育类、音乐类

（统考 ）

、美术类

（统

考 ）

、舞蹈类

（统考 ）

和广播电视编导

（统

考）

专业征集志愿录取与普通类

（历史、物

理）

征集志愿录取同步进行。正式投档前，

将视院校生源情况，对各科类、各院校专

业组间计划进行适当调整。

本科批次院校所有类别专业征集志

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不进行预

投档，正式投档按征集志愿分数线上考生

总分

（术科类为合成总分 ）

排位从高到低

依次检索，以参加征集的院校专业组最终

确认的计划1:1比例进行投档。

录取办法 所有类别均不进行预投档

填报提醒 了解身体条件及成绩要求

数据分析 普通类补录计划同比大增

7

月

26

日

10:00

起

查询录取结果：考生可通

过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

百度小程序、粤省事小程序查

询录取结果。

7

月

26

日

18:00～7

月

27

日

18:00

填报志愿：经查未被录取

且符合条件有意愿参加征集

志愿的考生可登录“广东省普

通高考志愿征集系统”（https:

//pg.eeagd.edu.cn/ks），按 照

相关要求填报志愿。 考生须在

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逾时一

律不再受理。 已被录取考生，

不得参加征集志愿。

7

月

27

日

18:00～19:00

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

为今日18:00， 考生必须按时

在网上填报相应的本科批次

院校专业组志愿，并在网上通

过已绑定的手机号码获取验

证码完成志愿确认。 今日18:

00～19:00， 考生志愿信息不

可修改，但仍可以获取短信验

证码完成志愿确认。

需要提醒的是，考生在网

上填报志愿并保存后，如未进

行志愿确认，则可在填报志愿

截止时间前多次上网修改已

填报志愿。 考生确定不再进行

志愿修改时，必须点击“志愿

确认” 进行网上志愿确认，未

在网上确认的志愿无效。 已在

网上确认的志愿，考生可以有

两次取消志愿确认、再修改并

重新确认的机会。 取消志愿确

认后， 无论是否重新修改，都

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再次进行

网上确认，否则志愿无效。

7

月

28

日

～7

月

29

日

高校录取，以考生网上最

后确认的征集志愿数据为投

档依据。

市福利院院长杨杰文向今年考入大学的孩子颁发纪念品。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