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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宁市教育局文件
常教字〔2019〕67 号

2019 年常宁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细则

按照衡阳市教育局下发的《关于认真做好 2019 年衡阳市高

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衡教通〔2019〕28 号）文件要

求，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 年普通中小学招

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厅[2019]1 号）文件精神，认真做好

2019 年常宁市高中阶段招生工作，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应贯彻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六

统一”（即统一领导；统一宣传；高中特长生按统一划定的招生

区域招生；统一制定招生计划；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的原则；

普职合理分流的原则；依据志愿、择优录取的原则。

一、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市教育局成立高中阶段招生领导小组，局长担任组长，分管

副局长、市纪委监委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负责人为副组长，相关

局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分管副局长兼任办公室

主任，普教股、职成股、体卫艺股、计财股、民办教育股、办公

室等股室负责人担任办公室副主任。领导小组要加强对招生工作

的领导，有序地开展招生工作，确保高中阶段招生工作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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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计划（11258 人）

1. 普通高中（6180 人）

常宁一中：1800 人（其中从合江中学录取直升生 50 人，从

划定区域招考音体美特长生各 20 人，特长生自主招考 30 人，特

招竞技体育特长生 10 人，共计 150 人）

常宁二中：1600 人（其中从培元中学录取直升生 50 人，从

划定区域招考音体美特长生各 20 人，特长生自主招考 30 人，特

招竞技体育特长生 10 人，共计 150 人）

常宁三中（水口山高级中学）：560 人（其中“宏志班”50

人，境外返乡就读 50 人，音乐、体育各 20 人，美术 40 人，共

计 180 人）

常宁六中：800 人（其中“宏志班”50 人，境外返乡就读

50 人，音、体、美各 20 人，共计 160 人）

湘南实验中学（民办）：1200 人（其中“宏志班”50 人，

境外返乡就读 50 人，音、体、美各 40 人，共计 220 人）

常宁市尚宇学校（民办）：220 人（“英才班”50 人，从衡

阳市城区录取 50 人，共计 100 人）

2. 职业高中（5078 人）

1） 区域内计划（3050 人）

常宁一职：1500 人 常宁二职：450 人

正雄学校：500 人 中南航校：600 人

2） 区域外计划：2028 人

三、志愿填报

初中学校要在 5 月 27 日前安排 3 个以上课时的“职业生涯

规划”指导课，帮助学生做好适合自身发展的选择，正确引导初

中毕业生合理分流，同时充分尊重考生填报志愿的权利。

考生志愿填报时间统一在 6 月 1 日至 6 月 5 日，初中学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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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初中毕业生在其监护人的指导下可登录衡阳教育政务网和衡阳

市中小学招生与考试信息网（http://zsks.hhyedu.com.cn）自主

填报志愿。

志愿填报要求：

（一）普高：

1.第一志愿，要求在“城区示范性普通高中”栏目下 2个志

愿（“服从调剂”“只报常宁一中”“只报常宁二中”）中选择

一个；乡镇中学的考生建议都选填“服从调剂”志愿。

2.在“一般普通高中”栏目下 2 个志愿〔“常宁三中”（水

口山高级中学<代码 A>）、“常宁六中”（代码 B）、“湘南实

验中学”（代码 C）、“常宁市尚宇学校”（代码 D）〕等共 4

个志愿中任选 1 个填报〕；

3.“一般普通高中”栏目中的“服从调剂录取学校”填报：

考生如果服从调剂录取，在序号“1”、“2”、“3”后填录取

学校代码（A/B/C/D），调剂录取时，按序号“1”、“2”、“3”

的顺序依次录取；考生不服从调剂录取，在序号“1”、“2”、

“3”后划“/”。

（二）职业高中志愿，要求只在“职业高中”栏目下 3 个志

愿中按网上填报志愿要求填报，按志愿顺序录取。

只志愿填报职业高中的考生，第一志愿、第二志愿不填报，

同时对只志愿填报职业高中的考生优先单独录取，由中招办依据

考生志愿直接录取。

志愿填报后，一律不得更改，并对所填报志愿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承担责任。

四、录取依据

1. 招生录取依据：普通高中学校新生的录取以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计分科目的成绩，综合素质评定等第和考生志愿作为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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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考试计分科目及成绩为：语文、数学各

120 分，道德与法治、外语、物理、化学、历史、生物、地理各

100 分，体育与健康 60 分，共计 1000 分。

初中学校试行从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

和社会实践五个方面评价学生综合素质，形成等第。考生综合素

质评价达到 C 等（含 C等）以上，才具备录取普通高中学校资格。

2. 特长生录取依据

专业成绩按各专业招生计划数 1:1.5 划定分数线（音乐、美

术专业分常宁一中和常宁二中两个考点分别划线；体育专业全市

统一划线）。文化成绩划定最低控制线（文化成绩最低控制线=

常宁一中和常宁二中文化生录取线×65%）；初中毕业学业考试

成绩（折成百分制）占 50%，音体美特长生考试成绩（百分制）

占 50%，两项成绩之和视为特长生招生考试总成绩。常宁一中、

常宁二中特长生录取按特长生招生考试总成绩择优录取，其余四

所普高学校按特长生上线人数录取。

五、普高录取办法

遵循“志愿优先、分数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按照衡阳

市统一的录取时间录取，充分尊重考生志愿，凡按志愿录取的优

生一律记入考生学校考评。已被录取的考生一律不得重复录取，

没有填报志愿的考生一律不能录取。

1.文化生录取

1）直升生录取：直升生录取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坚持双向选择和择优录取的原则。招生学校要制定直升生的

招生方案报市教育局审批后实施。5 月 29 日，招生学校对直升

生进行考核和面试。招生学校可根据学生和家长的申请、平时成

绩等确定录取名单，直升生不再填报志愿。5 月 31 日，招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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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将直升生名单报市中招办审定并在生源学校公示，公示期满无

异议者将正式录取注册。同时，预录的直升生参加中考统一考试，

中考成绩纳入考评，不作录取依据。

2）定向招生录取：继续实行定向招生制度，示范性高中招

生计划的 60%按比例定向分配到全市各初中学校。各初中学校被

示范性高中录取的考生数少于定向计划数的，按分配的定向计划

数，择优录取分数线以下 50 分的考生（综合素质评价达到 A 等、

三年学籍无异动）。确保录取到示范性高中的少数民族中学——

塔山中学的考生不少于 15 人（综合素质评价达到 A 等、三年学

籍无异动）。

3）划定录取最低控制线

比较考生初中毕业学业考试成绩，结合定向招生相关要求。

教育局分别划定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示范性高中最低录取

控制线、一般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及特长生最低录取控制线）。

2. 特长生录取

常宁一中和常宁二中的特长生招生继续实行划区域招生；常

宁三中（水口山高级中学）、常宁六中和湘南实验中学的特长生

招生继续执行按考生志愿和特长生招生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录取的办法。

1）常宁一中自主招考女子摔跤队员 20 人、舞蹈专业特长生

10 人；常宁二中自主招考足球队员 10 人、武术队员 20 人；水

口山高级中学自主招考排球队员 12 人。以上招考生其文化成绩

必须在文化控制线以上。

常宁一中和常宁二中自主特招竞技体育特长生各 10 人，不

受文化控制线限制。

2）全市体育、音乐、美术特长生计划录取 380 人（音乐、

体育各 120 人，美术 140 人）。其中常宁一中和常宁二中各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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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人（音体美各 20 人)；常宁三中（水口山高级中学）录取 80

人（音乐、体育各 20 人，美术 40 人）；常宁六中录取 60 人（音

体美各 20 人）；湘南实验中学录取 120 人（音体美各 40 人）。

录取到常宁三中（水口山高级中学）、常宁六中和湘南实验中学

的特长生在录取学校报到注册的，按 2:1 计算优生（即 2 个特长

生计算为 1 个优生）；未到录取学校报到注册的，不计算优生。

六、录取程序

1.特长生录取

1）音体美特长生：

①常宁一中、常宁二中：按特长生招生区域和招生考试总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的办法分别录取音乐、美术特长生各 20 名

到常宁一中、常宁二中；体育专业招生考试总成绩全市前 40 名

按划定区域分别录取到常宁一中、常宁二中，超过计划（20 人）

的人数抵减体育专业队员计划，少于计划（20 人）的人数用增

加体育专业队员计划的办法补满，并确保各招生区域前 20 名被

录取。音体美特长生达文化线及以上的统一作文化生录取，质量

评价时均作优生统计。

②常宁三中（水口山高级中学）、常宁六中、湘南实验中学：

依据音体美特长生高中招生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名、按考

生第一志愿和常宁一中、常宁二中录取后的考生第二志愿录取。

未录满计划的，补录文化生。

2）体育专业队员：

常宁一中在划定的招生区域内自主招生录取女子摔跤队员

20 人；常宁二中在划定的招生区域内自主招生录取足球队员 10

人、武术队员 20 人；常宁三中（水口山高级中学）自主招生录

取排球队员 12 人；常宁一中、常宁二中每校在划定的招生区域

内限特招竞技体育特长生 10 人。以上五类体育专业队员只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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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体育特长生考试的考生中录取，且按 2:1 计

算为生源学校优生（即 2 个体育专业队员计算为 1 个优生）。

2.文化生录取

1）第一批录取：

城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常宁一中提前从合江中学招收直升生

50 人，常宁二中提前从培元中学招收直升生 50 人。

2）第二批录取：

①考虑志愿填报和定向招生计划等因素划定示范性高中录

取线。依据学生“只报常宁一中”、“只报常宁二中”的志愿，

依据志愿录取到常宁一中、常宁二中。

②比较常宁一中、常宁二中“①”项录取生源质量和数量，

坚持常宁一中和常宁二中两校“优生均等、录取线一致”的原则，

把其余填报“常宁一中和常宁二中均可”志愿上线的学生平行调

剂录取到常宁一中、常宁二中。

③依据考生志愿和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名划定一般普

通高中录取线。按考生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和“一般普通高中”

栏中的“服从调剂录取学校”志愿依次优先录满一般普通高中学

校的招生计划。

3）第三批录取（自主招生）：

常宁三中（水口山高级中学）、常宁六中、湘南实验中学、

自主招生常宁境外返乡就读学生各 50 人，常宁市尚宇学校自主

招收衡阳市城区毕业生 50 人，各招生学校制订自主招生方案报

市教育局中招办备案，自主招生的学生报市教育局中招办审批。

3.高职录取：按省市要求，由衡阳市教育局、常宁市教育局

中招办依据学生填报职业高中志愿统一录取。

七、报到注册

新生要在录取学校规定的时间到录取学校报到。高中学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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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招办下发的录取名册接受学生报名，生源学校、招生学校及

其学籍管理部门根据学籍管理规定办理毕业、升学和注册手续。

严格按照计划招生，未经统一审批招收的学生一律不予注册，常

宁市内普通高中学校之间严禁中途转学。不按规定接收的新生一

律不予网上调档，一律不办理学籍注册手续。

八、优惠政策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各地中考工作秩序的通

知》（教基厅[2008]3 号）、省教育厅、省军区政治部《关于印

发〈湖南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方案〉的通知》（政联[2012]1

号）等有关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给予考生优惠，凡与本文件

相违背的，以本文件为准。

1. 军人子女教育的优待（具体见附件 2：《衡阳市城区普

通高中招生军人子女优待实施办法》）。

2. 少数民族及侨属子女降 5 分录取。享有该项优惠政策的

考生填报《2019 年衡阳市少数民族及侨属子女普通高中招生优

惠加分申请表》（见附件 3）及县级及以上相关单位出具的相关

证明材料原件提交学校，学校 6 月 10 日前统一到市教育局中招

办审核，过期不予办理。

3. 衡阳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凭市委人才办证明）教育

可优待。具体优待办法按市委人才办的要求执行，享有该项优惠

政策的考生填报《衡阳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申请表》（见附件

4）及市委人才办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提交到毕业学校，学

校统一于 6 月 10 日前报市教育局中招办审核，过期不予办理。

以上优惠项目不累计，只取最高一项优惠加分。各学校必须

将教育局中招办审核反馈符合政策优惠条件的考生名单在校内

张榜公布。凡有弄虚作假的，一律取消考生的政策性优惠资格，

并对有关人员按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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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到常宁三中（水口山高级中学）、常宁六中、湘南实验中

学“宏志班”；常宁市尚宇学校就读“英才班”（“宏志班”“英

才班”学生文化成绩为全市前 2300 名）的考生由高中学校按相

关要求免缴学费。

九、明确责任

1. 各初中学校必须广泛宣传本实施细则，让每一个考生都

了解我市高中阶段招生办法。

2. 新生必须到录取学校就读，各高中学校必须按计划招生，

超计划招生、录取最低控制线以下的考生或违背本实施细则接受

其他学校已经录取的学生，均不予注册。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

由招生学校和考生本人负责。

3. 严禁城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常宁一中、常宁二中）

私自到初中学校宣传招生，更不允许与初中学校教师或领导建立

任何招生委托关系。若出现违规违法行为，一经查实，将按有关

规定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查处。

4. 严禁城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常宁一中、常宁二中）

所有特长生招生未经批准进行跨区域录取。严禁以特长生身份录

取的学生进校就读后转为普通文化生。严禁学校自主招生的“女

子摔跤队员”、“足球队员”、“武术队员”和“排球队员”进

校后转为其它专业特长生，若出现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取消下

一年度该类招生计划，并按有关规定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查处。

严禁学校以借读的名义接收未经统一审批录取的学生，任何学校

不得以借读、转学名义接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

5. 严禁各初中学校向未经教育局批准的招生学校提供学生

信息，介绍生源，严禁以任何理由收受招生学校任何名目的“介

绍费”、“劳务费”等，违者将严肃查处，并追究校长和当事人

的经济和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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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录取并在常宁三中（水口山高级中学）、常宁六中、湘

南实验中学“宏志班”及常宁市尚宇学校“英才班”就读的学生，

按“以 1 当 2”计算优生，并按“以 1 当 1”计算中职招生任务。

7. 招生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年度教育目标管理考评和专项招

生考评。对升入本市高中阶段达 70%的公办初中学校评为 2019

年高中招生工作先进单位，并对单位负责人予以奖励；对升入本

市高中阶段低于 40％的市直初中学校校长、乡镇中心学校校长、

乡镇初中学校校长实行诫勉，并取消当年考核评奖评优资格。

8. 整个录取工作接受常宁市纪委监委驻常宁市教育局纪检

组的全程监督。

十、附则

本实施细则由市教育局负责解释。

附件 1：常宁市 2019 年重点高中定向招生分配计划数

附件 2：衡阳市军人子女享受普通高中教育优待实施细则

附件 3：2019年常宁市少数民族及侨属子女优惠普通高中招生优

惠加分申请表

附件 4：衡阳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申请表

附件 5：常宁市 2019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生网上志愿填报表

附件 6：常宁市 2019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生志愿填报统计表

常宁市教育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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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常宁市 2019 年重点高中定向招生分配计划数
学校名称 参考学生数 计划数 学校名称 参考学生数 计划数

常宁七中 933 172 渔池学校 38 7

常宁八中 693 128 西岭中学 222 41

松柏中学 494 91 双安中学 163 30

湖南实验中学 669 123 白沙中学 141 26

泉峰中学 855 158 阳加中学 119 22

明珠学校 346 64 庙前中学 134 25

培元中学 421 78 罗桥中学 294 54

合江中学 703 130 常宁五中 260 48

天和文武学校 79 15 樟塘学校 58 11

弘昌文武学校 6 1 胜桥中学 200 37

东方学校 67 12 大塘中学 121 22

桐黄中学 126 23 洋泉中学 349 64

曲潭学校 74 14 东桥中学 121 22

柏坊中学 203 38 东山中学 71 13

桐梓中学 67 12 塔山中学 82 15

蓬塘中学 162 30 兰江中学 364 67

田尾中学 172 32 常宁四中 230 42

希望中学 259 48 富贵学校 55 10

烟洲中学 224 41 鹅院学校 114 21

荫田中学 95 18 大堡中学 118 22

龙门学校 103 19 到湖中学 149 28

衡头学校 153 28 新河中学 211 39

盐湖中学 145 27 珠塘学校 75 14

三角塘中学 180 33 江河中学 60 11

瑶塘学校 73 14 合 计 11058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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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衡阳市军人子女享受普通高中教育优待

实 施 细 则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原总政治部《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

和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军区政治部《湖南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

实施办法》（政联〔2012〕1 号），落实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政策，

保障军人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严格规范优惠招生政策，全面推进

阳光招生，结合衡阳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优待对象

本实施细则所称军人子女，是指目前在衡阳市服役的现役军

人子女（含驻衡部队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的子女）；

或在外地服役但子女或其配偶户籍属于衡阳的现役军人子女（含

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的子女）。

二、优待规定

1.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

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军人的子

女，以及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

的军人子女，烈士子女。中考时按录取分值 10％的标准，降低

分数录取。

2.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解放

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军人的子女，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和

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以及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

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中考时按录取分值 5%的标准，降低分

数录取。

3.平时荣获三等功或被大军区以上单位表彰的现役军人的

子女。中考时按录取分值 3%的标准，降低分数录取。

4.烈士子女和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在公办的普通高级中学

学习期间免交学杂费，优先享受助学金等国家政策。

5.军人因工作调动、生活基础变更等，其子女需要转学、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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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当地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学校应当及时为其办理

相关手续，安排到教育质量较好的普通高级中学就读，不得收取

国家和地方规定以外的其他费用。

三、办理程序

符合条件的军人子女申请普通高中优待的，由其父母或其他

法定监护人填写《衡阳市军人子女初中升普通高中优待审批表》

（见附表），向所在部队提出书面申请，并按审批表的要求提交

证明材料；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将优待审批表和相关证明材料

报衡阳警备区政治部核实，每年 6 月 10 日前统一提交到当地教

育局中招办审核，军人子女享受优待情况应向社会进行公示。公

示无异议后，按照相关政策执行。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成立工作小组，定期收集汇总军人

子女教育优待需求，研究解决有关问题，督查军人子女教育优待

政策落实情况。

2.严格审核材料。驻地部队要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严格按照本《细则》明确的条件范围、标准幅度、办理程序和时

限要求，认真审核把关。凡不符合优待条件、弄虚作假获得优待

的，一经查实，取消该生优待资格的同时，从严查处当事人和相

关责任人。

3.公示审核结果。各地教育局应通过权威媒体对军人子女初

中升高中享受优待情况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说明

1.本细则所称荣获二等功、三等功、战时荣获三等功、被大

军区以上表彰等荣誉，均不含集体功和集体荣誉称号。

2.本细则所称烈士含所有被国家评定的烈士。

3.驻衡武装警察部队子女的教育优待，按照本办法执行。

4.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以往有关军人子女教育优待规

定与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5.若以后全市招生政策作调整，本细则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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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衡阳市军人子女普通高中招生优待审批表

军人子

女基本

情况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日期

全国

学籍号

身份

证号

毕业学校
户籍

所在地

家庭详细

住址

军人基

本情况

军人姓名 性别
联系

方式

部队驻地

部队

职务

级别

军官

证号

军人配

偶基本

情况

姓名
工作

单位

联系

方式

优待条

件（在

符合条

件类型

前方框

内打

√，每

人仅选

一项）

□1 类，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

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以及在飞行、

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人的子女、烈士子女；

□2 类，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解放军总部

划定的三类岛屿军人的子女，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和因公牺牲军人的

子女，以及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

□3类，平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

□其他类型军人子女。

本人

申请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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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所在团

级单位政治

部门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军人所在师级单位

政治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警备区

政治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行政

部门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报考高中需提供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户口簿（户口簿不能体现业主和小孩

关系时需提供小孩医学出生证明）、军官证、《初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书》和全国学籍证

明。如果是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子女要提供获奖证书，如果是烈

士子女和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上述证明

材料的原件备审，全套复印件备查。

2.此表一式三份（用 A4 纸复印正、反面），衡阳警备区、教育行政部门和本人各一份。

3.此表于每年 6 月 10 日前交各级教育局中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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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常宁市少数民族及侨属子女优惠普通高中招

生优惠加分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民族

毕 业 学 校 学籍号

优惠加分类别

(证明材料附后)

毕业学校

意 见
单位（盖章）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中招办

意 见
单位（盖章）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1.原件附后（少数民族及侨属凭户口薄及公安部门户籍证明）。

2.所有证明材料要复印一份，审核结束后，原件由学校返还给学生，复印留中招

办存档。

3.此表于每年6月10日前市教育局中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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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衡阳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申请表

高层次人才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现工作单

位及职务

高层次

人才类别
A类（ ） B类（ ） C类（ ） 认定时间

户籍所在地
现居

住地
联系电话

子女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入学

方式

转学（ ）

升学（ ）

原学校及

年级

意向学校及

年级

办理情况

用人单位

申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人才服务

窗口初审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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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常宁市市直普通高中招生优惠加分考生汇总

公 示 表

学校： 第 页 共 页

编

号
学籍号 姓 名 优 惠 项 目 优惠分值 备注

填表人： 审核单位盖章： 审核人：

年 月

日

注：此表要求交一份电子稿，一份打印公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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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9 年常宁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生
网上志愿填报表

学籍号 姓 名 毕业学校

考生志愿

普高

示范高中批

第一志愿

调剂志愿

普高

一般高中批
第二志愿

是否服从调剂

职高批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第三志愿

考生意见 以上志愿系本人自主选择。

签字： 年 月 日

考 生

监护人

意 见

同意该生所填报志愿。

签字： 年 月 日

监护人联系电话（可填写多个）：

毕业学校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志愿填报说明

1. 填报志愿方式：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实行网上志愿填报，分三个批次 7个志愿。

2. 示范高中批 2个志愿，可从常宁市第一中学和常宁市第二中学选填 1所学校。常

宁一中和常宁二中同意调剂两个志愿中只选一项；建议乡镇中学的考生都选填调剂志愿。

3. 一般高中批 2个志愿，可从常宁市三中、常宁市六中、湘南实验高中、尚宇高级

中学等 4所学校中选填 1所学校。

4. 如果选择服从调剂，按上列序号在考生志愿填报统计表上依序填写。如未被第一、二

志愿录取，则由常宁市教育局根据根据录取情况在一般高中学校中进行调剂录取。

5. 普高批志愿录取按《2019 年常宁市普通高中招生方案》执行。

6. 职高批志愿录取方式见《2019 年衡阳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方案》。

7. 考生在监护人的指导下自主在网上填报志愿。填报确认后打印纸质志愿表，由考

生和监护人在志愿表上签字。考生对自己签字的志愿表负责，如果出现考生校对志愿表时

出现错误或志愿填报不当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此表一式三份，考生、学校、教育局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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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常宁市 2019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生志愿填报统计表

填表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校长签字： 学校盖章： 2019 年 月 日

学 校 班次
考生

姓名
学 号

示范性高中志愿 “一般普通高中”

调剂录取学校

“职业高中”

志愿学校

考生

签字

班主任

签字

第一志愿
服从调剂

志愿
第二

志愿

服从调剂

志愿

1 2 3

说明：1. 服从调剂录取的在相应序号栏填调剂录取学校代码（A/B/C/D），不服从调剂录取的划“/”。 2. 填报确认后打印纸

质志愿填报统计表，由考生和班主任在统计表上签字。考生对自己签字的志愿填报统计表负责，如果出现考生校对志愿填报统计表时

出现错误或志愿填报不当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3. 6 月 9 日前，本表纸质档交教育局中招办 513 室，电子档（Excel 表格）

发至邮箱：8208588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