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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件为准

韶 关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韶市教〔2022〕11号

关于做好2022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属有关学校：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中招生管理工作

的实施意见》（粤教基〔2021〕4号）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广东省

教育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2022

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粤招办〔2022〕

4号）以及《广东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

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粤教基函〔2022〕6号）等文件精神，

现就做好 2022年秋季全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对象

普通高中学校招收参加我市 2022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本

市户籍（含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初中毕业生。

二、招生范围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普通高中招生管理工作的要求，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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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落实国家和省有关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政策，各公办、民

办普通高中学校面向审批地招生，不得跨地市招生。除体育、艺

术和小语种 3种类型可在本市范围招生外，其他类型自主招生应

落实属地招生政策，在规定的属地范围内招生。广东北江中学、

韶关市第一中学、韶州中学、韶关市田家炳中学普通生面向全市

招生；韶关市张九龄纪念中学、韶关市第五中学、曲江区曲江中

学和曲江区第一中学普通生面向市辖三区招生；广东北江实验学

校、广东韶关实验中学、韶关市永翔实验中学等三所民办普通高

中学校面向全市招生。其他县（市）属公办普通高中面向本县域

招生。

三、严格执行招生计划，认真落实指标到校政策

各地各校要严格按照《关于下达韶关市 2022 年普通高中学

校招生计划的通知》（韶市教〔2022〕7号）的招生计划招生，

不得超计划招收学生。为深化推进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根据

省市的工作要求，我市公办优质普通高中将继续开展指标到校工

作，并坚持每所优质高中学校安排不低于 50%的招生名额，直

接分配到区域内的各初中学校（含民办），并适当向薄弱学校、

农村学校倾斜。指标到校生录取按我市中考录取的统一规则执

行，根据填报的志愿、中考成绩及同分排位原则、所在初中学校

的指标名额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录取，综合素质评价的要求与相应

批次录取的普通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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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普通高中学校指标到校生包括“自主招生（含体育艺术

特长生）和统分指标生”两类，均须参加我市统一组织的 2022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自主招生具体条件由招生学校制定，招生

学校须提前主动向社会公布上报主管部门备案的自主招生方案

（含招生范围、计划、标准、办法和程序等），并根据招生方案

开展自主招生，主动公开自主招生的各环节和录取结果。

四、指标到校生分配

（一）自主招生。广东北江中学面向全市初中学校招收 90

人，韶关市第一中学面向全市初中学校招收 90人，韶州中学面

向全市招收 40人，韶关市田家炳中学面向全市招收 60人（直升

生 30人面向本校初中部，体育艺术特长生 30人面向全市初中学

校）；韶关市第五中学面向全市初中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特长生

70人；韶关市张九龄纪念中学面向全市初中学校招收体育艺术

特长生 100人。市直六所高中学校的自主招生方案由学校报市教

育局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全市各高中学校自主招生预录取名单须

于6月30日前分别上报市招考中心和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备案。

（二）统分指标生。今年广东北江中学、韶关市第一中学和

韶关市田家炳中学等三所市属学校继续面向全市分配统分指标

生指标。韶州中学不实行指标到校政策。韶关市张九龄纪念中学、

韶关市第五中学统分指标生面向浈江区和武江区招生，曲江中

学、曲江一中统分指标生面向曲江区招生。市直各公办普通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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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统分指标生分配数由我局统一下达（详见附表 1、2），

各县（市、区）属公办普通高中统分指标生的分配由各县（市、区）

教育局自行确定，按要求进行公示后于 6月 15日前上报市教育局基

础教育科。

五、民办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及有关要求

根据《关于下达韶关市 2022 年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的通

知》（韶市教〔2022〕7号），2022年秋季广东韶关实验中学招

收高中一年级 800人（其中公办生 100人，自主招生 80人），

广东北江实验学校招收高中一年级 300人（其中公办生 50人，

自主招生 30人），韶关市永翔实验中学 500人（其中公办生 30

人，自主招生 50人）。广东韶关实验中学、广东北江实验学校、

韶关市永翔实验中学招生依据民办学校自主招生面向全市招生

（招生简章经审查备案后由学校公布）。上述民办学校不承担指

标到校招生任务，但其初中部须承担指标到校送生任务，公办生

及民办生均统一按志愿、中考成绩及批次划线录取。

六、照顾政策

（一）烈士子女报考普通高中招生时加 20分录取；

（二）作战部队、驻“二类地区”和第三类岛屿部队现役军人

（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因公牺牲军人（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

员）子女报考普通高中的，招生时加 20分录取；

（三）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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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报考普通高中的，招生时加 10分录取；

（四）学生为农村独生子女或农村纯二女结扎户女孩，其父

母双方均为农村户口，且一方未被县级以上组织、人事部门批准

录用过，报考普通高中招生时加 10分录取；

（五）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就读的少数民族考生报考普通高中

招生时加 10分录取；

（六）获得嘉奖以上表彰或奖励的、或在本地定点医院参与

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或赴湖北等国内外疫情高发地区执行抗击

疫情任务的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子女，达到投档分数线的，原则上

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政策性照顾条件的，只能取其中幅度最

大的一项分值，不得与其他项目分值累加。所有拟享受加分或优

待政策的考生均须于6月6日前将有关佐证材料提交所就读初中

学校，学校审核并公示到考生所在班级，同时填写《政策性照顾

加分考生登记表》（附件 3）上报各县（市、区）教育部门（市

属学校上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审核公示，公示内容须包括拟

加分或优待考生的姓名、性别、所在中学、加分或优待项目、优

待或加分分值及审核单位等。公示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 网

上公示信息须保留到当年年底。未经公示或未按要求公示的考生

及其加分或优待项目、分值，不得计入投档成绩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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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法监管，从严治理，进一步规范招生秩序

（一）加强宣传引导，推进阳光招生。普通高中招生涉及到

广大学生、家长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教育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稳定。

各地各学校要向社会如实宣传招生政策，要做到及时向社会公布

招生政策、招生条件、招生计划、考生资格、录取结果、咨询渠

道等招生信息，及时回应学生、家长和社会关切，合理引导社会

预期，不得以任何形式发布虚假宣传资料和信息。

（二）坚持公示制度，确保公平公正。普通高中招收的指标

到校生（含自主招生和统分指标生）、政策性加分考生和符合条

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考生须按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将相关

证明材料送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在就读学校及所属县（市、区）

教育部门的网站上公示后予以确认。

（三）尊重学生选择权，规范招生行为。各地各校要充分尊

重学生的教育选择权，严禁招生学校以许愿、承诺给学生减免费

用、发放奖金等非正当手段来招揽生源。严禁向学生收取预录费

或预收学费。严禁以任何形式对已按照招生政策被招生学校录取

的考生进行二次录取，普通高中学籍备案及学籍管理平台录入将

以第一次录取名册为主要依据。严禁普通高中学校招收“挂读

生”、择校生和变相招收“借读生”。

（四）坚持依法监管，从严查处原则。各地各校要严格执行

我市招生计划的招生政策规定，严肃招生工作纪律。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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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育部门要认真落实监管责任，会同教育纪检监察部门加强

对属地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监督检查，建立完善招生监督工作机

制，健全违规招生责任追究机制，及时处理群众来信来访，解决

招生工作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化解矛盾。对因疏于管理，造

成招生严重违规的单位和学校，要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

理并追责问责。

联系人：李开，联系电话：8777060。

附件：

1.2022年市直普通高中学校录取计划说明

2.2022年市直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统分指标生名额分配

3.2022年韶关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政策性照顾加分考

生登记表

韶关市教育局

2022年 5月 31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广东省教育厅，市招生考试中心

韶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年 5月 31日印发



— 8 —

附件 1：

2022 年市直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说明

学校
招生人数

（人）

其中指标到校招生数（人）

备注：
合计

自主招生（含体

育艺术特长生）
统分指标生

广东北江中学 900 450 90 360
自主招生中体育艺术特长生

24人。

韶关市第一中学 900 450 90 360
自主招生中体育艺术特长生

36人。

韶州中学 400 自主招生 40 人。

韶关市田家炳中学 600 300 60 240

自主招生中体育艺术特长生

30 人，学校初中部直升生 30

人。

韶关市第五中学 700 350 70 280 体育艺术特长生 70人。

韶关市张九龄纪念

中学
1050 500 100 400 体育艺术特长生 100 人。

广东韶关实验中学 800
其中公办生 100 人，自主招生

（含体育艺术特长生）80人。

广东北江实验学校 300
其中公办生 50 人，自主招生

（含体育艺术特长生）30 人。

总计 5650 2050 410 1640

说明：1.本表中六所市属公办普通高中学校招生人数已含指标到校生人数；

2.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广东韶关实验中学、广东北江实验学校的公办生、民办生

均面向全市招生，以实际录取为准，不下达面向县（市、区）具体招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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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市直公办普通高中学校

统分指标生名额分配

说明：1.市属初中学校初三在校生数已计入对应行政区。
2.根据《广东北江中学与韶关市第十五中学 韶关市第一中学与韶关市第十三中

学结对办学工作方案》（韶市教〔2016〕122 号）精神，广东北江中学分配给武江区
的指标数包含单独分配给市十五中的指标数 10 个，韶关市第一中学分配给浈江区的
指标数包含单独分配给市十三中的指标数 10 个。

县（市、
区）

初三在
校生数

分配名额

小计 北江中学 市一中 市田中 市五中
市张九龄
纪念中学

南雄 4580 48 18 18 12

乐昌 5458 56 21 21 14

仁化 2306 24 9 9 6

始兴 2431 24 9 9 6

翁源 3634 37 14 14 9

新丰 2686 27 10 10 7

乳源 2423 24 9 9 6

曲江 3592 206 77 77 52

武江 5013 673 108 108 72 157 228

浈江 3928 521 85 85 56 123 172

合计 36051 1640 360 360 240 28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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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韶关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政策性照顾加分考生登记表

县（市、区）教育局、市属初中学校（公章）

准考证号码 姓名 所在中学 照顾加分条件 加分分值

填报人： 审核人： 联系电话：

说明： 1.报送电子版时请以 Excel电子表格式上报；
2.按照“XX（单位名称）2022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政策性照顾加分考生登记

表”统一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