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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民航委托高校也在京招收
飞行学员。近年来，民航招飞工作

2016 年高考每月注意事项

有所提前，大约每年的 10 月公布招
生简章，面试大多安排在 11 月进行。
无论空军招飞，还是民航招飞，

高考并非中国公民获取文凭学
历的惟一途径，还有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成人高考、远程学历教育等
途径，所取得学历是国家教育部认

对考生的身体要求都比较严格。准
高三生父母要结合孩子的身体、兴
趣、学习成绩等情况，与孩子沟通，
做出是否报考招飞的选择。

可的学历。今天学习啦小编要与大
家分享的消息是：2016 年高考每月
大事注意事项。具体内容如下：

2015 年 10 月 艺术特长生、高
水平运动员、保送生息发布
据历年规律，每年进入 10 月后，

2015 年 9 月 空军招飞启动
空军面向高中生招收飞行学员
工作一般于高考前一年的 9 月底 10
月初启动。空军招飞纳入普通高考

部分高校会陆续发布艺术特长生
【艺术高考】、【高水平运动员】、
【保送生】等信息，建议考生和家
长要注意及时予以关注。

招生计划。考生要参加严格的体格
检查、心理检测、政治审查等，还
要参加高考。空军面向高中生招飞
第一阶段为预选，9 月至 12 月进行
宣传动员、报名推荐和预选初检等
工作;第二阶段为全面检测选拔，在
次年 2 月至 8 月对预选对象进行体
检、心理品质检测、政审、文化考

2015 年 11 月 高考报名工作通
知、民航招飞政策公布
11 月对高考生来说非常重要，
很多地区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
通知在这个月向社会公布。考生和
家长要密切关注当地教育考试院网
站上发布的相关信息。

试和集中选拔录取等。
22

翔宇风采·2015 年 10.11 月刊

升学攻略

责任编辑：孙红

招生计划、报名资格与时间、测试

2015 年 12 月 高考报名、艺术

内容在年前集中出台。《艺术类招

特长生统测报名、体育专业考试报

生工作规定》一般也在本月出台高

名、高校招生简章发布

考政策。

本月对高考生来说至关重要。
根据近年情况，高考报名一般在本
月进行。考生要在规定时间内登录
当地教育考试院网站报名。

2016 年 1 月 高校特殊类型招生
测试、《考试说明》出台
各地高考考生本月可陆续领到

根据往年规律，美术统考报名、

《高考考试说明》，这本书很重要，

外语口试报名、艺术特长生统测报

不但是高考命题的重要依据，也是

名和体育专业考试报名也与高考报

考生复习与备考的重要参考。

名同步进行。此外，艺术特长生统
一测试也在本月举行。

本月也是各种特长生、保送生
测试高峰期。考生要根据报考学校

这个月也是高校特殊类型招生

要求，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应考。

简章的集中发布期。艺术类、保送
生、艺术特长生、高水平运动员的
翔宇风采·2015 年 10.11 月刊

23

升学攻略

责任编辑：孙红

2016 年 2 月 艺术类专业课考
试、港校招生

每年的 3 月是高考考生和家长
事情较多的月份之一。高考体检一

每年 2 月是艺术类专业课报名、

般安排在本月进行，考生要在学校

考试相对集中的月份。不少学生背

组织下到指定医院参加体检。中国

着画板、提着小提琴赶考。

教育在线高考频道会提示大家在体

艺术类招生比较火，竞争也比

检前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发现身

较激烈。在这个阶段，我们将密切

体指标有异常的考生应如何在填报

关注，提醒考生报考艺术类的注意

志愿时避开限报专业等。

事项，了解艺术类报考误区等。

一些地区的高职院校的单招报

2 月，香港高校也会陆续公布内

名工作一般也在 3 月开始。出国留

地招生计划。出国李旭网高考频道

学网高考频道会为考生解读高职单

会及时发布相关招生信息[香港高

招政策，帮助考生了解高职单招的

校招生

基本问

平

台

题。我

澳门高

们还会

校

台

向大家

湾

高

发布每

校]，有

所单招

意报考

高职院

的考生

校的招

和家长

生专业

可留意，并根据学校要求，在规定

和计划，介绍当年的变化点等，采

时间内申请和报考。

访相关人士告诉考生如何选择院
校、专业以及怎样准备考试。

2016 年 3 月 高考体检，高职单
招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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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生才能获得高水平运动员资

4 月还是高校公布当年招生简

格。从 3 月起，我们会在第一时间

章的高峰期。我们将和考生共同关

为考生报道各高校的招生人数、专

注。

业等。

另外，体育专业考试一般也在

2016 年 4 月 发放专业目录和章程、

本月举行，报考社会体育、体育教

外语口试、大学开放日、高校招生

育、休闲体育等专业的考生必须有

简章密集发布

体育加试成绩。部分院校也会在本

根据往年规律，4 月底各地会发

月组织小语种专业的报名和加试，

放《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

以上这些信息，我们都会在第一时

《招生章程》等材料[高校招生章

间及时准确地传达给考生。

程]。这两份材料汇总了所有在当地
招生的学校、专业计划、学校和专
业代码等众多内容，是填报志愿的
重要参考资料[高考大纲全面解
读]。

2016 年 5 月 招生咨询会、北京
上海填报高考志愿
高考考生一年中最忙的要数 5
月了。5 月上旬，部分高校会集中举

报考外语类专业的考生，本月

行招生咨询会、校园开放日。我们

需参加外语口试，请关注具体时间

会提前发布相关信息，便于考生有

的公布。

选择地参加。

从本月开始，高校校园开放日

5 月，一般还将进行高职单考单

等招生咨询活动将拉开帷幕。我们

招专业课考试报名，澳门高校内地

在及时发布招生咨询活动信息的同

招生报名一般也在 5 月启动。

时，还会采访招办负责人告诉考生
如何参加咨询活动，在咨询中问哪
些问题等，帮助大家进行有效咨询。

2016 年 6 月 高考、高考查分、
各地填报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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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各地高招录取启

对于一些中考名词、政策、流程、注意
事项等等你都了解了吗？

动、高职志愿填报
高招录取工作将从本月开始。
在录取过程中，我们会紧跟录取进
程，向考生发布高校录取的最新情
况，并及时公布批次征集志愿信息。

如果你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还在迷
茫，没关系还不晚，跟着小编一起来扫
盲吧，希望即将踏入中考征途的考生家
长们，能够从中慢慢了解和体会。

7 月还将公布专科录取控制分
数线，7 月底，考生要填报高职志愿。

1、学业考查：
“学业考查”就是我们常说的

2016 年 8 月 专科(高职)批次录
取

“会考”。根据相关规定，应届初中毕
业年级学生须参加体育测试、学业考

本科批次录取基本在 7 月结束，
专科(高职)批次将在 8 月录取。相
关院校的录取情况，我们将及时发
布相关信息!

查、学业考试并取得初中毕业资格后，
方可参加各类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
2、学业考试：“学业考试”就是
我们常说的“中考”。

大学新生助学贷款政策我们也
将持续关注。

3、指标生：就是以区域内初中学
校初三毕业生人数为基数，按一定比例

(注：各地日程略有差异，2016
年各地高考的具体日程安排及相关
信息以当地招生考试部门最终公布
为准。)

将优质高中招生计划指标分配到本区
县的每一所初中学校。凡取得指标生资
格，并按指标生志愿填报要求将志愿填
写在志愿表指定位置的考生，享受降
20 分录取政策。

2016 年中考政策流程及注意

4、计划生：学校计划招生的人数。
5、择校生：择校生是对学校招生

事项

计划的补充，录取分数略低于“计划

2016中考备考之战已经拉开帷幕。
26

翔宇风采·2015 年 10.11 月刊

升学攻略

责任编辑：孙红

生”，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择校费。计

业学校联合进行“三、二分段”培养的

划生和择校生在学校享受同等待遇。

试验。在中等职业学校学习三年、经全

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 2012

市统一考试录取的学生可升入高等职

年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

业技术学院继续学习二年。报考此类学

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从 2012 年

校的学生须参加本市初中毕业生学业

秋季学期开始，每个公办普通高中招收

考试并取得初中毕业资格。

择校生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本校当年

8、中考签约：中考签约，是指重

招收高中学生计划数（不包括择校生

点中学为了取得优秀生源而提前与之

数）的 20%，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接

签署协议，直接进入本校高中部的一种

收学区内学生的比例不得低于当年招

初升高方式。

生人数的 90%。意见还提出，各地在加

为什么要中考签约？中考签约的

大投入，合理调整收费标准的同时，要

原因，实质上就牵扯到办学质量的问

采取有力措施，制定时间表、路线图，

题，而办学质量的基础因素就是学生生

在 3 年内取消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

源。学校要办好学，实际是三个力量共

生。严禁在择校生之外以借读生、自费

同作用的结果：学生生源、教师队伍以

生等名义招收高收费学生。

及学校的历史和硬件条件。三方面如能

6、蓝印：“蓝印户口”是一种介于正

很好整合，学校就可以可持续发展；而

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因公安

签约问题就是在打生源战。

机关加盖的蓝色印章，而被称之为蓝印
户口。在天津蓝印户口学生和正式户口
考生享受同等待遇，分数线和本地生相
同。
7、3+2：“3+2”是“三、二分段
中职接高职”的俗称，是指按照教育部
关于大力发展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
的要求，由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与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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