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教育斤文件

掠教中招〔2 0 1 9 〕  5

海南省教育斤美于做好2019年普通高中學校
                求取卞卜永阱段有美工作的通知

各市、 具、  自治具教育局， 洋浦經濟升友區社會友展局， 斤直屬
中學：
    2019年全省普通高中.,校在球海汞取場集中汞取防段已z結

束， 現就做好普通高中學校（ 含民辦） 汞取朴汞盼段工作通知如
下：
    一、 朴景原則

    省教育斤充分考慮各市具普通高中招生汁划和在庫考生情
況， 次定設立普通高中（ 含民辦高中學校） 汞取最低控制分數錢
為： 在少數民族聚居市具（ 含沃族地區少數民族聚居多慎） 初中
,,校畢亞的考生為 330分， 在沃族地區初中,,校畢1的考生為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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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特長生等特殊招生計划除外。 各市具可以在此基絀上設立本
市具的最低控制分數錢， 但不得低于全省統一規定的最低控制分
數錢。

    普通高中學校因考生放弈汞取結果空出招生計划或民辦普通

高中學校未完成招生汁划的， 可以進行朴汞。 各公辦普通高中學

校朴汞考生成績不得低于垓校統招汞取分數錢（ 具休分數限定見

附件） 。 各市具（ 單位） 中招辦及招生孛校要加強紂朴汞孛生的
姿格市查， 尸格執行分數限定杯准。
    二、 朴最方式

    朴汞工作必須依托省中招汞取系統進行。 為加強朴汞工作的

統籌管理， 市具（ 單位） 所屬公辦普通高中學校的朴汞名單由招

生學校和市具（ 單位） 中招辦研究碗定后， 市具（ 單位） 中招辦

在系統上負責魚汞。 省屬中孛的朴汞名單報經省教育斤基絀教育

赴市核后由省中招辦在系統上魚汞。  民辦普通高中學校可以在系

統上申請魚汞符合朴汞討象的學生， 由具有管轄校的市具（ 單位）
中招辦市批。

    三、 朴最對象

    朴汞紂象為桂案狀恣“ 在庫” 且考試分數在最低控制分數幾

之上的考生， 各市具（ 單位） 中招辦和招生孛校在組鈇生源時努

叉先核查清楚考生的桔案在庫情況（ 可以登汞省中招汞取系統查

詢） ，  已被其他公辦普通高中學校、  民辦普通高中學校公費生、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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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高考學校汞取的考生，不得作為公辦普通高中或民辦普通高中
公費生朴汞紂象，省中招汞取系統也將做技木限制，不予通遷。
    紂于放奔公辦普通高中掌校或民辦普通高中學校公費生汞取
結果以及未按時到校報到注冊的考生，汞取掌校可向市具（單位）
中招辦申清在中招汞取系統上做“汞后退挂起”操作。
    四、 朴最時向
    省中招%J'取系統將于2019年8月 19日升通朴%J'功能， 各高
中學校和各市具（單位）中招辦可免帳兮和密碼登汞省中招汞取
系統進行朴汞。高一秋季升 " 10介工作日后，各高中 r.1,校、各市
具（單位）中招辦不得再補汞新生，屆時省教育斤也將美岡省中
招汞取系統的相立功能。
    五、 其他要求
                                （一）各市具（單位）和招生學校要汰真貫徇《海南省教育

斤美于做好 2019年普通高中掌校招生汞取和新生掌籍iJ定有矢
工作的通知》 （ 球教基〔2019) 87     ） 精神， 規范招生行為，   l
格執行招生政策，不得汁划外招生，不得空挂孛籍。紂違反招生
規定的，將追究相美人員責任。
    （ 二） 高一新生掌籍和高考考籍將以省中招汞取系統的普通

高中汞取數鋸庫為依鋸建立，各市具（單位）和招生掌校要尸格
執行朴汞時同安排，及時在汞取系統操作朴汞， 以便及時辦理高
中掌籍和高考考籍。



附件：   2019年公辦普通高中,..1,校朴汞最低控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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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件主功公升）

抄送： 有失高校附屬中掌。

海南省教育斤行政辦公室                              2 0 1 9年8月  1 5日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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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年公亦普通高中學校補求最低控制幾
性廣  ！ 序 兮 ！ 學校名稼 最低控制分數絨！
公亦                                                                            1 海南中學 743

公亦 2 海南省國并中學 690

公力 3 海南省衣星中學 705

公亦 4 海南省衣星加來高級中學 500

公亦 5 海南省衣星寞驗中學 647
公亦 6 海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 693
公亦 7 海南熱帶海洋附屬中學 578

公亦 8 海南華僑中學 738

公亦 9 海口市第一中學 722

公亦 10 海口寞驗中學 660
公力 11 海口市涼山中學 679

公亦 12 海口市第四中學 671

公力 13 海口市第二中學 568

公亦 14 海口市長流中學 539

公亦 15 海口市球山華僑中學 608

公亦 16 海口市晁山中學 544

公亦 17 海口市海港學校 556

公亦 18 北京師范大學海口附屬學校 686

公亦 19 三亞市第一中學 682

公亦 20 三亞市第二中學 528

公亦 21 海南中學三亞學校 504
公亦 22 三亞市第四中學 609

公力 23 西南大學三亞中學 544

公亦 24 三亞市民族中學 511
公亦 25 三亞市田家炳高級中學 498
公亦 26 三亞市榆林八一中學          574

公 亦 ！ 2 7 人大附中三亞學校 5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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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贗 序兮 學校名稼 最低控制分數幾
公亦 28 南升大學附中檐州市第一中學 686
公亦 29 傖州市第二中學 621

公力 30 傖州市思源高級中學 603
公亦 31 檐州市兩院中學 529

公力 32 傖州市八一中學 482

公力 33 傖州市民族中學 530

公力 34 傖州市第三中學 516

公亦 35 傖州市新州中學 480
公亦 36 傖州市長坡中學 489

公亦 37 文昌市文昌中學 711

公亦 38 文昌市華僑中學 639

公力 3 9 文昌市田家炳中學 535

公力 40 文昌市寞驗高級中學                                                                                                                                                                                                                                             568

公亦 41 球海市嘉積中學 711

公亦 42 掠海市嘉狽第二中學 579

公亦 43 晾海市嘉積第三中學 519

公力 44 球海市華僑中學 477

公亦                                                                           45 晾海市長坡中學 453

公亦 46 刀宇市刀宇中學 649

公力 47 北京師范大學方宇附屬中學 716

公力 48 方宇市第二中學 534

公亦 49 刀宇市第三中學 468

公力 50 方宇市民族中學 429

公亦 51 刀宇市大同中學 416

公力 52 五指山市五指山中學 410

公力 53 東方市八所中學 534

公力 54 東方市鐵路中學 563
公亦 55 西南大學車方寞驗中學 405

公力 56 海南省車方中學 353

公亦 57 東方市民族中學 352

公亦 58 車方市球西中學 348

公力 59 定安具城南中學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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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庾 序兮 學校名稼 最低控制分數找！
公亦 60 湖南師范大學附屬定安中學 572
公亦 61 屯昌具屯昌中學 559

公亦 62 華中師大一附中屯昌思源實驗中學 394

公亦 63 澄近具澄近中學 612

公亦 64 澄近甚第二中學 422

公亦 65 澄近具思源高級中學 519

公亦 66 華車師大澄近實驗中學 640
公亦 67 哈高具臨高中學 620

公亦 68 哈高具第二中學 474

公力 69 哈高具新盈中學 453
公亦 70 西南大學臨高寞驗中學 563
公亦 71 昌江具昌江中學 466

公亦 72 昌江具矽區中學 507

公亦 73 矛車具禾東中學 462

公亦 74 單東師大二附中禾東黃流中學 544

公亦 75 示末民族思源寞驗高級中學 392

公亦 76 示奈具沖坡中學 359

公亦 77 陵水具陵水中學 525

公亦 78 陵水甚民族中學 438
公亦 79 中央民大附中陵水分校 652

公亦 80 白沙具白沙中學 477

公亦 81 保亭具保亭中學 500
公亦 82 華中師范大學掠中附屬中掌 510

公亦 83 洋浦中學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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