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高招在即，你心仪的
高校今年招多少人？ 怎么招？
来听听“985”、“211”高校招办
负责人的权威解答吧。

【中国政法大学】
新增翻译专业

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
室主任孙园植说，2015年中国
政法大学总的招生人数为
2160人。今年的单独录取农村
学生计划，规模增加到55人；贫
困地区专项计划也不断攀升，
增加到160人。 学校今年新增
翻译专业。

【华中师大】
新增“非免费师范专业”

华中师范大学招办主任
罗高峰介绍，2015年招生计划
4500人。 对招生政策做了微
调，首先，招生类别上在原有免
费师范和非师范专业基础上增
加了非免费师范专业。其次，进
一步加大了大类招生、 大类培
养的力度。还有，今年在多年基
地班、 交叉班基础上， 开设了
“文学-历史直博班”和“数学-
物理直博班” 两个直博班，实

行本硕博一贯制培养。

【北京邮电大学】
在湘首设少数民族预科

北京邮电大学招生办公室
主任王建坤介绍，2015年在全
国计划招生3500人。 今年对全
国各省的招生计划进行了一些
微调，在内蒙古、吉林、江西、湖
南、广西、四川、贵州、甘肃、宁
夏、新疆十个省（自治区）共有60
个少数民族预科招生计划。

【北京科技大学】
理工科英语专业不再招生

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办主
任王占奎介绍，2015年本科招
生计划3350人。高职100人，只
在北京市招生。2015年理工科
英语专业不再招生。北京科技
大学转专业政策非常宽松。选
择机会多：除招生时有特别约
定（外语保送生、提前批录取
类别）的学生外，其他在校本
科生均可在大一或大二年级
末提出转专业申请。

【北京化工大学】
新增三个试验班

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主
任许海军介绍，2015年总计划
招生3790人。今年增加了3个本

科招生专业：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30人）；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60
人）；生物工程专业（中美合作办
学）（60人）。

增加3个试验班招生:2个
工科试验班：“化学工程与工
艺英才班”（30人）；“高分子材
料与工程高才班”（30人）。1个
理科试验班：“应用化学优培
计划”（30人）。此外，2015年取
消工商管理类大类招生。

【西南大学】
新增两个专业

西南大学招生就业处副
处长田再悦介绍，今年西南大
学招生9900名。

学校招生政策变化有，第
一，2015年西南大学取消了在
本科二批、三批的招生，西南
大学荣昌校区以国标独立代
码19635在本科第一批16个省
（市、自治区）进行招生录取。

第二，音乐学（师范）、音
乐学、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录取
对考生文化成绩有新要求：文
化成绩除达到生源省划定的
艺术类考生合格线以外，还不
能低于考生所在省公布的高
考普通文理科文化成绩二本
批次线（非艺术类）75%。

第三，自主招生录取规则
有所改变，测试合格考生分为
A、B两类。 ■记者 贺卫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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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高考将于6月7日至8日两天举行，6月1日， 长沙市交警支队发布
高考出行指南，提前公布各考点周边交通管制及停车位。考试期间，每个考
点都将安排2-3台警用摩托车作为考生服务车，遇有考生求助时，及时帮助
考生解决困难。

核心提示

交警发布长沙高考出行指南
送考车辆绕行、停车提前看 遇到困难可找警用摩托车

本报6月1日讯 2015年高考将于6月7
日至8日两天举行，长沙共设高考考点30个，
其中城区设考点13个，县区设考点17个。今
日， 长沙市交警支队发布高考出行指南，提
前公布各考点周边交通管制及停车位。

各考点周边停车位及管制
【长铁一中】

停车：涉考车辆可停在火车站广场社会停车场。
管制：6月7日、8日，对五一大道长铁一中入口、

曙光路长铁一中入口、 朝阳路长铁一中入口及学校
门前路段实行管制， 禁止与高考无关的机动车辆通
行。上午7点至12点，下午1点30分至6点，东方大酒
店西侧支路长铁一中路口至曙光路向韶村路口，禁
止机动车辆从曙光路向韶村路口由西往东行驶。

【田家炳中学】
停车：涉考车辆临时停靠在马王堆北路。
管制：6月7日、8日学校正门前古汉路禁止任何

车辆停靠。

【地质中学】
停车： 芙蓉交警大队高考两日提供单位内部停

车坪约40个停车位；地勘局建筑工地清理停车位约
100个供送考车辆临时停放。

管制：6月7日、8日，如地质中学门前拥堵严重，
识字岭路口控制无关车辆往东行驶。

【长郡中学】
停车：步行街空中停车场、步行街后街停车场，

停车需求大时允许车辆临时停放西湖路书院路段以
西道路两侧。

管制： 长郡中学大门至西湖路学校入口通道实
施交通管制。

【明德中学】
停车：涉考车辆在书香路、新韶路等道路两侧临

时停放。
管制： 考试期间书香路的青山路口至新韶路口

实施交通管制。

【湘府中学（新）】
停车：友阿奥特莱斯前坪停车场，芙蓉路东侧辅

道除管制区域外，允许车辆临时停放。
管制： 中意一路学校门口前100米范围内实施

交通管制。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停车：望月湖小区内的月宫街、月华街、月桂街

设有停车位，送考车辆只能在停车位内停放；麓山才
苑电脑城前坪、 苏宁电器停车场及潇湘路沿线停车
位可提供车辆停放。

管制： 潇湘大道望月湖路口实行临时性交通管
制， 禁止与考试无关的机动车辆进入。6月7日、8日
上午7点至12点，下午1点30分至6点，望月湖小区
道路微循环单向交通管制。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停车：桃子湖路南北两侧设有停车位，潇湘路东

侧设有停车位，附中对面设有停车场。
管制：6月7日、8日上午7点至12点，下午1点30

分至6点，对桃子湖路的潇湘大道至麓山路口全线实
施管制，禁止与考生无关车辆进入桃子湖路行驶。接
送考生车辆即停即走。

【长沙市二十八中】
停车：交警大楼停车坪开放给涉考车辆停放，通

程商业广场停车场及西湖文化公园滨湖路、 潇湘路
沿线可供涉考车辆停放。

管制：6月7日、8日上午7点至12点，下午1点30
分至6点， 枫林路溁湾路口安排不少于2名警力。溁
湾路枫林路口至银盆路口按照由西至东单行交通组
织实行。

【长沙市一中】
停车：烈士公园南门、西门有停车场， 湖南宾馆

北侧至烈士公园南门咪表停车位， 长沙市展览馆停
车场、建鸿达地下停车库、喜来登地下停车库有部分
停车位可供涉考车辆停放。

管制：6月7日、8日上午7点至12点，下午1点30
分至6点，清水塘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与高考无关
车辆驶入。

【长沙市一中开福中
学（原长沙市第七中
学）】

停车： 科苑宾馆停车
场， 国防科大附属医院停
车场。 烈士公园提供北门
停车场30多个车位，老动
物园停车场提供30多个
车位， 作为送考车辆临时
停放和上下客周转使用。

管制：6月7日、8日开
考前一个半小时， 德雅路
全线实行交通管制， 禁止
除持高考通行证、 高考准
考证外的车辆通行（其它
通行证暂停使用）。所有考
生步行进入考场。 校门口
百米范围内禁止车辆停
放。

【雅礼中学本部】
停车： 东塘立交桥下

104个停车位、 东塘友谊
商城175个停车位， 可供
车辆临时停放。

管制：6月7日、8日，
学校正门前劳动西路禁止
无关车辆停靠。

【南雅中学】
停车： 南雅中学对面

凤凰苑小区约100个停车
位； 香樟路与花侯路口东
北角应急停车场有1000
个停车位， 可供车辆临时
停放。

【雷锋中学】
停车： 考点送考车辆

可停放在和沁园小区南
侧、 南桥路的两侧以及雷
高路的谷苑路两侧， 并有
专人指引停放。

【望城一中】
停车： 考点周边无停

车场地， 由于雷高公路是
双向两车道， 道路两侧也
没有条件安排车辆临时停
放，请尽量选择公交出行。

【长沙县一中、实
验中学、星沙中学、松
雅湖中学】

停车： 周边均无停车
场，送考车辆按现场民警指
挥临时停放在道路两侧。
■记者 黄娟 于振宇

中国政法等六所高校招生答疑

北邮在湘设少数民族预科招生计划

遇到困难
可找警用摩托车

考试期间， 每个考点
都将安排2-3台警用摩托
车作为考生服务车，遇有
考生求助时， 及时帮助考
生解决困难。 对涉考车辆
在交通中发生的紧急情
况，提供信号灯绿波放行、
牵引等服务， 因紧急情况
而导致交通违法的， 可呈
报后根据情况予以消除。

6月6日至8日，涉考车
辆发生适应快处快赔交通
事故的， 快处快赔服务点
受理时间延长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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