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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宁波 2021年6月11日 星期五 广告

昨天下午4:30，伴随着
地理考试结束，历时4天的
2021 年浙江高考结束。记
者昨天获悉，2021年我省高
考成绩 6月 26日左右可查
询，分段填报志愿日程确
定。所有考生高考志愿均实
行网上填报，浙江省教育考
试院网站（www.zjzs.net）
为填报志愿的唯一网站。

高考成绩6月26日左右可查询
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今起开放网上填报志愿模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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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亭亭 通讯
员 张土良）昨天，市教育局发布
通知：根据当前新冠疫情防控形
势总体情况，经研究，2022届海
曙、鄞州、江北、国家高新区、东钱
湖旅游度假区（以下简称中心城
区）初中学业水平体育考试，决定
恢复2019年体育中考政策。

据了解，因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我市2020届初中学业水平
体育考试根据省教育厅要求取消
了测试，2021届初中学业水平体
育考试因游泳项目无法正常测
试，其他选测项目采取了“分类自
主选择”的形式实施。

根据安排，2022届中心城区
的初中学业水平体育考试游泳选

测项目测试工作即将启动。游泳
项目分值为10分，考生最多可以
参加2次测试，记录其中最好的
一次有效成绩。参加第一次游泳
测试后，若考生对测试成绩不满
意，可以在测试结束48小时内，
通过学校向考试组织机构提出第
二次游泳测试申请，由考试组织
机构统一安排测试。

通知提到，各校6月18日前
以学校为单位集体向各区教育行
政部门报名，社会考生向户口所
在地教育行政部门报名，过期作
自动放弃处理。游泳项目属体育
中考耐力类项目，各校在组织集
体报名时，应根据每个学生的身
体素质、兴趣爱好、本人及家长意

愿等情况，让学生自愿参加，不得
勉强。学校还应详细告知考生游
泳测试标准及规则。

通知还特别提醒，鼓励学生在
家长或监护人的陪同下，充分利用
节假日尤其是暑期，到有安全、卫
生保障的游泳场馆学习或参加正
规的游泳培训，掌握游泳本领。学
校不宜统一组织学生培训，更不得
强制学生到指定场馆参加培训，要
做好游泳活动中的学生安全教育
工作，严禁学生到无安全保障的
江、湖、溪流和水库等场所游泳。
要切实落实具体安全措施，防止意
外事故的发生。各学校对外开放
游泳馆从业人员疫苗接种要做到
应接尽接，尽快接种。

普通类从2021年起招生录
取由3段改为2段。新一段线按
实考人数的60%划定，新二段线
按实考人数的90%划定。

提前录取院校设5个院校传
统志愿，每所院校设6个专业志
愿和专业服从调剂志愿。投档录
取按新一段线、新二段线根据志
愿顺序依次进行。

专业平行志愿分两段填报志
愿，每段均可填报不超过80个志
愿。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于6
月11日开放网上填报志愿模拟

系统，供考生进行模拟练习，6月
17日关闭系统，并清空所有模拟
练习填报的志愿信息数据。

普通类提前录取和第一段、艺
术类第一批和第二批第一段、体育
类第一段同时填报志愿，填报时间
为6月29日至30日。普通类第二
段、艺术类第二批第二段和体育类
第二段同时填报志愿，填报时间为
7月24日至25日。

对多数考生来说，高考结束
后就要静心等待出分、填志愿了，
但对学霸考生来说，高考结束并
不意味着真正的结束。因为，他

们还要参加高水平院校的“三位
一体”考试，这也是浙江学子上名
校的好机会。

据悉，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复旦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深圳）等多所高水平
大学在浙江的“三位一体”综合测
试都集中安排在6月10日后数
天内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浙大“三
位一体”在本省招生总人数共有
980人，涉及67个专业，较去年
增加了130个名额。

记者 李臻 文/摄

地铁5号线一期
昨天全线“电通”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甬
轨君）昨天上午，伴随着配电变压器
发出嗡鸣声，宁波轨道交通5号线鄞
州区政府站变电所一次性送电成功，
这标志着5号线一期全线“电通”。

记者获悉，从5月31日“轨通”到
昨天的“电通”，仅10天时间5号线一
期工程建设再次实现新节点跨越。

地铁建设除了车站和盾构隧道
外，还有供电系统施工，它为列车、车
站机电设备、通信、信号及辅助系统设
备提供可靠电源。

按照正常工筹，“轨通”后需要2
个月左右才能实现“电通”。“为确保5
号线一期实现年内高质量通车的目
标，我们打破常规做法，以数字化施工
赋能地铁建设提速。”宁波轨道交通建
设分公司业主代表黄庆锋说。

据介绍，今年2月9日，5号线一
期启动供电系统施工，在数字化管理
助力下，宁波轨道交通安全高效抢下
多个工程节点：45天完成108公里电
缆敷设等工作，75天完成583台设备
吊装……“5号线一期供电系统在施
工高峰期，有施工作业及管理人员约
1000人，大型轨道车辆10余台，大型
吊装设备20余台套。”5号线一期工程
供电一标项目常务副经理陈宏说。

5号线一期工程自布政站至兴庄
路站，全长27.9公里，共设车站22座，
供电系统采用110千伏/35千伏两级
电压集中供电方式。

▲

昨天下午，考生们走出效
实中学考点。

中考体育游泳选测项目恢复
分值为10分，考生最多可参加2次测试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据最新气
象资料分析，昨天起副热带高压缓慢北
抬，冷暖气流在长江流域频繁交绥，雨
日增多，我市昨天入梅，比常年略偏早3
天。常年平均入梅时间为6月13日，最早
5月18日（1954年），最晚6月28日（1959
年、1969年）；常年平均出梅时间为7月7
日，梅期24天，梅雨量243毫米。

气象部门提醒，入梅后雨日多，湿
度大，人体舒适度差，物品易发霉，请
注意防范。

梅雨季强降水常伴有短时暴雨、强
雷电和雷雨大风，可能引发小流域山
洪、城乡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
灾害，请有关部门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
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防范。

宁波昨天入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