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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起考生可查高考录取状态
你是如何被录取到一所大学的？ 四种录取状态代表什么意思？ 这篇干货告诉你
填完志愿以后，考生们最关注的就是自己的录取
结果。记者6月25日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我省网上
录取工作流程主要包括六个环节，今年高考录取状态
查询7月9日开通，每天将按规定更新。 ■记者 黄京

网上录取包含六个环节
不少考生关心自己是如何被高校录取的。 省教育考试院介
绍，我省网上录取工作流程包括六个环节：

1. 确定投档比例
招生学校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和我省要求， 向我省提出
投档比例申请，经我省审核后执行。

2. 设置投档模板
在每一批次投档前，将本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学校投档比
例、排序成绩项等投档条件输机，形成本批次投档模板。

3. 计算机投档
投档严格按照事先审批的投档模板由计算机自动投档。招
生学校在规定的时间里下载、审阅投到本校的考生电子档案，并
根据本校《招生章程》中公布的录取规则确定拟录取和拟退档的
考生名单，按时上传拟录、退信息，等待省教育考试院审查确认。

4. 办理录退确认手续
省教育考试院录检人员按照招生政策和规定对学校提出的
拟录、退考生名单进行审核，在出现没有注明退档原因或退档原
因不真实或未按录取规则录取的情况时， 向招生学校提出录检
意见并传给学校， 招生学校在收到信息后再作出符合政策和规
定的处理意见。

5. 完成录取
招生院校按规定完成本批次各科类和计划性质的招生计
划。

6. 邮寄录取通知书及有关资料
招生学校完成录取后， 省教育考试院核准形成录取考生数
据库，并据此打印相应录取考生名册，作为考生被高校正式录取
的依据，予以备案。高校根据省教育考试院核准备案的录取新生
名册填写考生录取通知书。未加盖“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委
员会录取专用章”的录取新生名册一律无效。

考生可查询到四种状态

1. 自由可投
当查询到的考生状态为“自由可投”时，表示该考生的电子档
案在信息库，截止到目前没有投到任何院校；或者是经投档后被
退回，仍然处于在库状态；

2. 已经投档
当查询到的考生状态为“已经投档”时，表示该考生电子档案
已经被投档至某一招生院校。此种状态下可以查到所投院校；

3. 院校在阅
当查询到的考生状态为“院校在阅”时，表示招生院校已经下
载了已投档考生的电子档案，正在审阅。此种状态下可以查到阅
档的院校；

4. 录取
当查询到的考生状态为“录取”时，表示省教育考试院录检工
作人员已对招生学校提出的拟录取意见完成了审核，等待审批组
办理最后的审批手续，包括打印新生录取名册、审核已录考生是
否符合政策规定、盖章等。此种状态下可以查到录取院校和录取
专业。
艺考生需要注意的是，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录取的艺术类院校
（专业）于本科提前批开始录取，但因招生院校一般要在了解全国
各省生源情况后，才能决定在我省的招生数量，所以录取时间可
能会适当推迟， 有的高校要到本科二批投档前才能录取结束，在
此期间，省教育考试院会将已录取结束的艺术院校名单在湖南招
生考试信息港上公布。
根据我省规定，已被高校正式录取的考生，一律不准改录。

提醒
三种方式查询录取动态
考生可通过三种方式查询
到录取动态，分别是：
一、网站查询：登录湖南招
生 考 试 信 息 港 （网 址 ：http:
//www.hneeb.cn）， 考生输入考
生号和密码查询。
二、微信查询：添加微信公
众号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ID：
hunan-zhaokao） 和湖南考试招
生（ID：hnkszswx）。
三、短信查询：
湖南移动用户通过发送
“LQZT#”加“考生号”的后10位
( 如 LQZT#0102030405) 到
1065899266查询；
湖 南 联 通 用 户 发 送“GKLQDT#”加“考生号后10位”（如
GKLQDT#010
2030405）到
1062899266
查询。

预防针

又到升学宴高峰期
小心别踩纪律红线
本报6月25日讯 省纪委通报了
近期查处的7起违规操办婚丧喜庆
事宜问题，引发各界关注。高考成绩
今日公布， 湖南各地陆续通报了一
批违规办宴典型案例， 为升学宴提
前打好预防针。
去年省内违规操办升学宴案例
不乏，其中，9月2日，临湘市公安局
经侦大队副大队长陈黎以儿子考取
大学为名， 在其岳母老家操办升学
宴，邀请亲戚、同学、朋友参与宴请
活动， 并收受除亲属外其他人员礼
金5800元，造成不良影响。2017年9
月30日， 市公安局党委给予其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免除其经侦大队副
大队长职务， 并收缴违规收取的礼
金5800元。2017年8月20日，岳阳市
云溪区永济中学政教主任黄宇清操
办儿子升学宴5桌，收受亲戚以外人
员的礼金1700元， 造成不良社会影
响。2017年10月， 黄宇清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违规收受的礼金已
全部退还。
■记者 张洋银

特殊政策

填志愿别只盯总分 单科成绩也有福利

单科成绩“万里挑一”
可增一次投档机会
本报6月25日讯 填报志
愿时，不少考生只关注高考总
分，但事实上，如果你是高考
文化科目单科考试成绩位于
全省前万分之一的三本线以
上考生，你将获得这样一项福
—增加一次投档机会，相
利——
当于比别人多了一次录取机
会。据悉，这部分考生名单将
于6月27日在湖南招生考试信
息 港 （http://www.hneeb.
cn）上公布。此外，单科成绩还
事关专业限报这个大问题，填
志愿前也要认真看清楚。
湖南考生小刘 去 年高 考
文科成绩558分， 这样的成绩
只超过一本控制线10分，想要
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是不太可
能的，但小刘当年的语文成绩

获得了139分， 进入了全省语
文单科成绩的前万分之一。根
据我省高考录取的有关规则，
在本科提前批次结束后、本科
一批录取正式开始前，省教育
考试院按照“单科优秀考生”
这个专设志愿为小刘同学投
档一次，他顺利被湖南师范大
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
据介绍， 按照我省规定，
单科成绩位于全省前万分之
一的考生，如果上了本科一批
或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
在本科一批平行志愿投档前，
可按专设志愿提前投档一次；
上本科三批录取控制分数线
的考生，在本科二批平行志愿
投档前，按专设志愿提前投档
一次。
■记者 黄京 刘镇东

小贴士

这5大要求要看清
不过，对这一规定，考生
还必须弄清楚如下几点情况：
一是必须清楚投档是按
专设志愿进行。符合条件的考
生如要享受这一政策，必须填
报“单科优秀考生”志愿。考生
可以选择是否填报或填报哪
所学校，如果要填报，只能选
择今年在湘招生的学校和专
业填报，还要注意的是高考总
分（含优惠分）达到本科二批
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的，只能
填报本科一批院校；高考总分
（含优惠分） 在本科三批录取
控制分数线以上、本科二批录
取控制分数线以下的，只能填
报本科二批院校。
二是必须清楚这只是增
加一次投档的机会，录取与否
由高校决定。这一政策的本意
在于让单科成绩特别优异的
考生能够被录取， 逐步形成
“偏才” 脱颖而出的多元化录
取机制。但是，招生院校特别
是外省高校对这一政策是否
认可还不确定，所以，考生如
要享受这一政策，应事先向高
校了解他们对这一政策的认

可度和录取的可能性，不要盲
目填报。
三是必须清楚录取单 科
成绩优秀考生的计划来源，即
“外省高校使用机动计划，省
内高校可以使用机动计划或
预分计划录取”。 外省高校即
使认可湖南的这一政策，如果
没有机动计划也不能录取。
四是必须清楚科目的 界
定办法。已明确按试卷定科目
（同一试卷为一科）， 即按语
文 、 数 学（文）、 数 学（理）、 英
语、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六科
确定科目。
五是必须清楚单科成 绩
优秀考生的基本条件。即考生
的高考总分（含优惠分）要达
到本科三批的录取控制分数
线以上，且其某一科目的成绩
位于该科目报考人数的前万
分之一 （按四舍五入办法取
整）以内（含最后一名的同分
考生）。
单科成绩“万里挑一”的
考生，可尽量抓住“单科优秀
考生”的专设志愿，给自己多
争取一次投档录取机会。

特别注意
此外， 还要特别注意，单
科成绩事关专业限报这个大
问题。所谓“专业限报”，就是
考生的单科成绩达不到院校
有关专业的要求，可能导致考
生志愿落榜的情况。 一般来
说， 几乎所有本科院校的外语
专业，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学院等涉
外型院校的很多专业， 都对考
生的外语成绩有一定的要求，
越是层次高的学校， 要求更加
严格。当然，也有一些学校的部
分专业根据培养要求的不同，
对考生语文、数学甚至文综（理
综）成绩有一定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