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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大附中海口中学高三学生
李松泰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录取的消
息令人振奋!众多高考生渴望得到其指
导老师的点拨" 高考进入倒计时!如何
备考能够事半功倍# $月%&日$今天%上
午'"&()*++&("! 本报特邀湖南师大附
中海口中学金牌教练王树国' 周泽宇'

黄国强' 刘旭华为广大高考生传经送
宝! 欢迎考生和家长拨打热线电话
,,-+)+-,!向他们了解备考秘诀!以及
湖南师大附中海口中学招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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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高招计划
抢先看

今年中国政法大学计划在海南
招&&名本科生) 招生人数与去年持
平" 具体招生专业如下&文史类招+.

人" 其中法学-人'英语&人'公共管
理类&人'政治学与行政学&人*理工
类招-人) 其中法学.人+工商管理&

人'国际商务'人'公共管理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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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吉林大学计划在海南招/0

名本科生)其中!文史类计划招0人!

理工类计划招/)人) 文史类计划比
去年减少'个)

文史类招0人)其中汉语言文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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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 金融学&人'法
学(人'政治学类&人)

理工类招/)人) 其中法学&人'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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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数学与应用数学&人'药物制剂&

人'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人'车辆工
程&人'热能与动力工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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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人'

包装工程&人'电子科学与技术&人'

微电子学&人'电子信息工程&人'通
信工程&人'信息工程&人'自动化&

人'测控技术与仪器1

���5� 

¡

3&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物
联网工程&人'软件工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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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学&

人' 资源勘查工程&人' 测绘工程&

人'勘查技术与工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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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土木工程&人'金融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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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 临床医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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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 临床医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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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药学&人'护理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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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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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医学 1

¶Mµ

3&人'

动物科学&人'农学&人'农林经济
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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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考生忘记带或遗失了准考
证!先由监考员验证考生相貌!若与考
生座位安排表上的照片相符! 可安排
考生进考场应考! 同时经场外联络员
通知考生领队! 要求在本科考试结束
前将准考证送到考场! 或保证下一科
开考前送到!并将情况报告考点主考)

考点主考掌握无准考证进场应考的考
生情况!如果确系丢失!由市县中招办

与该生所在学校领队老师核实确认其
身份*如系考生忘记带!由考生领队取
来送至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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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考一段时间后! 若有考生发现
试卷'答题卡有重印'漏印现象或中途
提出少了试卷! 监考员会通过场外联
络员报告考点主考! 首先在本考场调
剂!然后申请动用备用试卷'答题卡补
齐) 并将实际情况如实记录在考场记

录表上) 考点主考核实后!启动备用试
卷'答题卡)

在考试中!考生提问应先举手!得
到允许后!可询问有关试卷字迹不清'

卷面缺损'污染等问题) 涉及试卷内容
的疑问!不得向监考员询问)

若有考生无意弄脏或损坏答题
卡 !可向监考人员申请更换 !经考
点主考核实情况后!可动用备用答
题卡 ! 但不补由此耽误的考试时
间)

cdRSef!dYg7h

若有考生忘记带&4铅笔'圆珠笔'塑
料橡皮或所带的笔写不出字! 或忘记带
圆规和三角板等文具! 应立即向监考人
员报告此事! 监考人员会动用备用文具
用品! 并立即通过场外联络员报告考点
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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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试中! 若有考生需要大'小

便! 监考人员会报告场外联络员或正
副主考安排处理) 只是!同一考场'同
一时间不得有两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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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生同时离开考场大'小便!监考员不得
随考生离开考场) 考点主考了解情况
如属特殊病因!可在开考()分钟后!指
派两名同性场外联络员随其前往!且
寸步不离)

若有考生提出喝开水!场外联络员
报告考点主考后!由场外联络员提供开
水给场内监考员!再由监考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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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中招考试时! 千万别把试卷带
出考场!否则!会被取消单科或全部学
科考试成绩) 不能在答题卡和试卷上
作与答案无关的任何标记! 如答题需
写校名或姓名时! 不得写上真实校名
或姓名!否则按作弊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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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考生守则,

要求考生凭.准考证,提前&)分钟-第
一科提前()分钟%进入考场) 开考()分
钟后 -其中英语听力开考前$分钟%不
准进入考场) 英语听力考试结束后!迟
到不超过()分钟的考生! 可进入考场
参加笔试) 考试终了前()分钟-合场分
卷考试为第二科考试终了前'$分钟%

方可交卷出场) 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
入考场!也不准在考场附近逗留) 合场
分卷考试的两个学科! 中间间隔')分
钟!第一科考试结束后!考生不离开座
位!等待第二科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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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入场! 除&4铅笔+ 黑色墨水
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橡皮擦外!其

他物品应放在考场门口外面的物品存
放处!不准随身携带) 严禁携带各种无
线通讯设备-如手机+对讲机等%+电子
存储记忆录放设备+计算器+字典+词典
以及涂改液+修正带等物品进入考场)

入场后! 考生要按座位号对号入
座! 将本人的准考证放在桌面右上角
备查) 用黑色墨水笔在答题卡规定的
地方填写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核对
条形码信息!并在考生条形码区域!贴
好条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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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在答题卡上答题时须注意题
目顺序!在对应题目的区域答题!写在
答题区的线框外或没有写在对应题目
的答题区域的答案无效)考生答客观题
时须用规定的&4铅笔涂写答题卡!将所
选择的选项与对应的题目标号用&4铅
笔涂黑! 不得用钢笔或圆珠笔涂写*答
主观题的文字答案只能用黑色墨水笔!

用其它颜色的笔和&4铅笔书写无效*作
图时先用&4铅笔划线!再用黑色墨水笔
描黑!所划线条必须清楚!以免影响扫
描效果) 涂写不正确需要修改时!可用
橡皮擦) 禁止使用涂改液+修正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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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的脚步越来越近!省教育厅今天
发布.&)'&年海南省初中毕业生学业
考试管理实施细则,! 要求所有中考
工作人员/先培训5后上岗0)考试前一
天的下午!各考点必须召开全体考试
工作人员动员+培训会5时间不得少于
+&)分钟) 缺席者不得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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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定!考点主考或副主考要
对监考员进行业务培训5 使其熟悉规
程+掌握要点) 从考前领取试卷+答题
卡到考后将答题卡袋+试卷袋密封交
回保密人员保管等每一个环节5 特别
是试卷+答题卡+条形码和缺考标签
的分发+使用+回收+密封和偶然事件
的处理及答题卡+ 答题卡袋封面+考
场记录表+试卷袋填写等都要进行讲
解+演示+练习5直至每个人都熟练掌
握)

根据规定!监考员须具有教师资
格或教师职称!同一考场两名监考员
不能来自同一所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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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考!全省+-个市县各设+个
考区!洋浦设+个考区!共+0个考区)每
个考区设若干考点) 原则上考点设在
市 1县3 政府所在地符合安全保卫要
求+有封闭条件+外部干扰少+交通便
利+通讯畅通+设施条件等良好的全日
制中学)

各考点要在校园内醒目处张贴
考点平面图+考场安排示意图+统一
的信号指令+1考生守则,+1违反考试
管理规定的行为及处置,+ 考试时间
安排表+违反考试规定异常情况公示
栏+举报箱+举报电话等) 各考点入口
处出示/考生不准携带手机等无线通
信设备和计算器进入考场0 的警示
牌!校园内墙壁+树木上张贴有关从
思想上和考试要求上教育考生严格
要求自己+正确对待考试5鼓励考生沉
着应试等宣传标语) 各考点在距考场
四周(米处划定警戒线) 厕所设在警
戒线内!严禁与考试无关的人员进入
警戒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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