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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个考点
1738 个考场

今年我市
5 万余名学生

参加中考

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员 张土良） 今
年我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 6 月 15
日、16 日进行，全市报名参加中考的考生有 5
万余名。除去保送生和部分提前录取的学生，
宁波城区有近 1.5 万名学生参加本次中考。
今年中考全市共设 114 个考点、1738 个
考场。市直属、海曙、江北和高新区考生可在
14 日下午 4：00~5：00 到考点提前熟悉试场
和交通路线。
今年起，
我市全面实施英语听力口语自动
化考试，
这次学业水平考试中英语科目不包含
听力测试。社会学科继续采用全开卷笔答形
式，允许考生携带相关教材和资料进入试场，
考生在试场内不得相互传、
借教材和资料。
市教育考试院温馨提醒，考生入场，除 2B
铅笔、0.5 毫米及以上书写黑色字迹的钢笔、签
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橡皮及毛巾（须拧
干）、无商标纸的矿泉水外，其他任何物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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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带入考场。
严禁考生携带各种通讯工具（如手机、智
能手表、运动手环等智能设备）、电子存储记
忆录放设备以及修正液、胶带纸等物品进入
考场。考生如果违反，将根据有关规定，按违
规或舞弊论处。各科目考试时，考生均不得
使用计算器。
考生在开考 15 分钟后不准入场，
考试开始
30分钟后，
考生方可交卷离场，
交卷离场后不得
再进场续考，
也不准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6 月 15 日

6 月 16 日

8：30~10：30 语文

8：30~10：30数学

13：30~15：00
历史与社会思品

14：00~16：00 科学

15：40~17：10 英语

2018 年高考成绩
6 月 23 日左右揭晓

这些重要信息，
请您看仔细啦

记者昨日获悉，2018 年高考成绩预计在 6 月 23 日左右
揭晓，首次志愿填报将于 6 月 26 日开始，目前省教育考试院
的志愿填报模拟正在开通中。

6 月 23 日左右公布分数线和考试成绩
2018 年高考各类各段的分数线和相应一分一段表将于
6 月 23 日左右公布，并提供考试成绩（综合分成绩）和位次
号查询。
考生位次号按政策加分项目（适用于全国高校）计入加
分值后的总分进行排列生成。只符合省属院校加分条件的
考生，填报省属高校志愿时，可按本人当前的各科文化成绩
加上政策加分值的总分（艺术类、体育类为综合分），参考成
绩分段表测算自己的相应成绩排位。

6 月 17 日前先进行志愿模拟练习
为让考生提前熟悉志愿填报系统和填报过程，浙江省
教育考试院网站（www.zjzs.net）于 6 月 11 日开通网上填报
志愿模拟系统，供考生进行模拟练习，6 月 17 日晚关闭系
统，
并清空所有模拟练习填报的志愿信息数据。
考生可登录上述网站进入相应系统进行模拟练习，或
直接点击文末
“阅读原文”
进入模拟系统。
需要考生注意的是，本次志愿填报模拟使用的不是
2018 年招生计划数据，
仅作操作练习，
切勿当真。
此外，6 月 17 日上午，宁波大学有一场大型高校招生咨
询会。6 月 24 日上午，浙江万里学院也有一场高校招生咨
询会。届时，省内外高校招生负责人将在现场为考生解疑
答惑。

志愿设置及填报规则
普通类平行录取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普通类分三段填
报志愿和录取，分段线各按实考人数的 20%、60%、90%确
定，在高考成绩发布时一并公布。投档时以考生符合所填
报志愿的选考科目范围为前提，根据考生高考总分实行 1：
1
投档。第一段考生先填报志愿，随即投档录取；剩余计划重
新公布，未被录取的第一段考生和第二段考生填报志愿，再
组织投档录取。第三段志愿填报和录取后，如仍有院校专
业（类）未完成计划的，
实行征求志愿。
普通类提前录取实行院校传统志愿。其中，有政审、面
试等特殊要求的军事、公安、定向、三位一体招生及经过批
准部分院校专业等实行提前录取。所有符合条件的一、二、
三段考生在规定时间内一并填报志愿，分段投档录取。高
校参考普通类分段线，在第三段线上提出最低文化要求，投
档比例不超过 11.2。

这几个时间节点务必注意
普通类提前录取和第一段，艺术类第一批（含提前录
取）和第二批提前录取及第一段，体育类提前录取及第一
段，在 6 月 26 日至 6 月 27 日填报志愿；普通类第二段、艺术
类第二批第二段和体育类第二段志愿，在 7 月下旬填报；普
通类第三段志愿单独在 8 月上旬填报（具体以正式公布为
准）。普通高校自主选拔及高水平艺术团招生，在 6 月 26 日
至 6 月 27 日与普通类第一段等同时填报志愿。已填报志愿
但又放弃者，
只能参加普通类第二段及之后录取。
记者 李臻

孩子们在表演才艺。
孩子们在表演才艺
。记者 崔引 摄

“童星”
闪耀 才艺倾倒评委
“新长岛杯”
2018 宁波市第二届
青少年才艺大赛海选启动
本报讯（记者 徐叶） 多一门才艺，人
生便多了一种可能；这个舞台，就等着你
来展示。6 月 10 日，
“ 新长岛杯”2018 宁
波市第二届青少年才艺大赛启动海选，首
批 100 多名孩子带来了 39 个精彩节目。
因孩子们太过出色，
其中的 14 个节目直接
晋级决赛。
据悉，
该活动由宁波晚报、
共青团宁波
市江北区委员会、
新长岛共同主办，
通过搭
建展示青少年才艺的平台，
让孩子们对
“欣
赏美、追求美、传达美”有一种更为感性的
认知。经历大型表演秀，也会在孩子们的
成长道路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活动一
经推出，
就受到了我市广大青少年的追捧，
特别是江北片区的中小学、幼儿园的孩子
们，
更是
“近水楼台先得月”
。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才艺大赛只对参
赛的年龄（3~15 周岁）有要求，并未限制具
体的表演项目，所以登台展示的节目类型
十分多样，
倾倒了在场的评委。
有久经沙场的“老经验”，也有初次登
台的“小腼腆”。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都通过登台亮相学到了很多。再加上评委
给予每个孩子细致、
到位的点评，
让学生及
家长都不愿“退场”了。评委之一、中国儿
童歌舞学会理事、
宁波市少工委委员、
市音
乐家协会会员高丹称，参加这届才艺大赛
的孩子素养很高，
普遍水平不错。
记者了解到，
“ 新长岛杯”2018 宁波
市第二届青少年才艺大赛报名火热进行
中，第二轮海选将于 6 月 16 日、17 日举
行，
欢迎各位家长积极报名。

慈溪出台新政

本科学历引进人才子女
也能上优质公办学校
本报讯（记者 林伟）《慈溪市引进人
才子女入学实施细则》日前出台。今后凡
引进到慈溪市非公企业工作的全日制本
科及以上学历、副高及以上职称或技师及
以上职业资格等引进人才，其子女可在慈
溪优质的公办幼儿园、小学、初中上学。
实施细则把适用的引进人才分为四
类。第一类，
持有《慈溪市高层次人才优惠
证》人才；
第二类，
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
及以上学位）、
副高及以上职称或技师及以
上职业资格的人才；
第三类，
产业平台落户

企业引进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
历人才，或者经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认
定的企业实用型人才；第四类，镇（街道）
企业引进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
学历人才，或者经镇（街道）党（工）委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认定的企业实用型人才。
这四类人才，其子女可与慈溪市户
籍学生同等待遇享受幼儿园及九年制义
务教育。目前，慈溪市引进人才子女申请
就读公办小学、初中工作已经启动，申报
截止时间为 6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