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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是国家专项计划

录取的第三天， 省招生考试院公布

了我省的高考录取情况， 各院校通

过国家专项计划在黔录取 3138 人。

当天， 贵州财经大学录取人数最多

（文史类 190人、理工类 230人）。

据悉，国家专项计划是指：教育

部直属高校、部属高校、教育部批准

的省外高校及我省贵州大学将面向

全省 66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 5个集中

连片规划 “天窗县”（简称贫困地

区）实施国家专项计划，招生计划

由教育部统一下达， 并在贵州省

2017 年高考高校招生专业目录上

公布。我省文史、理工类国家专项计

划 7月 14日开始录取， 将于 17 日

结束。

国家专项计划报考条件为：（1）

符合我省 2017 年高考报名条件；

（2） 本人在我省国家专项计划实施

区域当地有连续三年以上户籍，其父

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户

籍；（3）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

续三年学籍并实际就读。

昨日的国家专项计划录取中，

文史类 32所院校录取 758 人，理工

类 91所院校录取 2380人。文史、理

工类录取分数最高均为清华大学

（文史录取最低分 675 分、 理工最

低分 649分）。

昨日 8所院校在黔追加了招生

计划：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东

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清华大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 （本报记者 胡颖）

本报讯 昨日 18 时， 贵阳市

2017 年普通高中招生网上录取工作

全部结束。当天共录取考生 6146人，

加上首日录取考生 2583 人， 第二日

录取考生 10246 人，三日共计录取考

生 18975人。

当日 14 时 （第五次录取时间

点），完成了贵阳二中、贵阳八中、贵

阳二十五中配额剩余指标转统招及

贵阳十中、贵阳五中、北京 161 中学

贵阳分校（溪南高中）贵璜班、贵大

附中 （面向花溪） 统招生和贵阳市

“三区一地” 外各区（市、县）省级示

范性普通高中学校面向全市招收统

招生的录取工作。 当日 18 时（第六

次录取时间点），所有普通高中结束

录取，当天共录取考生 6146人。

昨日 14 时 （第五次录取时间

点），完成了贵阳二中配额剩余指标

转统招 111 人， 最低录取分数 482

分； 贵阳八中配额剩余指标转统招

90 人，最低录取分数 485 分；贵阳二

十五中配额剩余指标转统招 178 人，

最低录取分数 475分。

在 14 时 （第五次录取时间点）

贵阳十中录取统招生 300 人，最低录

取分数 469 分；贵阳五中录取统招生

400人， 最低录取分数 459分； 北京

161 中学贵阳分校（溪南高中）贵璜

班录取统招生 50 人， 最低录取分数

504分；贵大附中（面向花溪）录取统

招生 250人，最低录取分数 454分。

在第五次录取时间点， 完成了

“三区一地” 外各区（市、县）省级示

范性普通高中学校面向全市招收统

招生的录取工作，其中，清华中学录

取 26 人，最低录取分数为 581 分；乌

当中学录取 13 人， 最低录取分数为

521 分；白云二中录取 24 人，最低录

取分数为 545 分； 清镇一中录取 33

人，最低录取分数为 497 分；开阳一

中录取 20 人， 最低录取分数为 467

分；修文中学录取 14 人，最低录取分

数为 472 分； 息烽一中录取 8 人，最

低录取分数为 456分。

在第六录取时间点，完成了所有

普通高中的录取工作，其中，贵阳十

二中录取 349 人， 最低录取分数为

450 分； 贵阳十四中录取 400 人，最

低录取分数为 436 分；贵阳三十七中

录取 280 人， 最低录取分数为 433

分；贵阳三十八中(面向三区一地)录

取 249 人， 最低录取分数为 416 分；

贵阳三十九中录取 200 人，最低录取

分数为 414 分；贵阳四十中录取 200

人，最低录取分数为 419 分；贵阳四

十一中录取 200 人，最低录取分数为

419 分， 农科院子中录取 120 人，最

低录取分数为 408分。

贵阳市教育局提醒考生，网上录

取结束后，已被录取的普通高中考生

请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持《准考证》

和《中考成绩通知单》原件到录取学

校报到。

此外，企事业及民办学校继续招

生，有意愿报读的考生可前往招生学

校咨询报读，此外，五年制大专和中

职学校将继续进行网外招生，有意愿

报读的考生可直接联系学校咨询报

读。 （石娇 本报记者 谢孟航）

贵阳普高招生录取18975人

考生需持《准考证》和《中考成绩通知单》原件于 7月 21日到校报到

■ 关注高考招生

各院校录取贵州考生3138人

国家专项计划第三天：

本报讯 “黔港大学校长论

坛” 昨日在贵州大学举行，来自贵

州省内高校和香港各高校的 20 多

位校长齐聚于此，共话黔港教育交

流合作。

贵州省教育厅负责人介绍，贵

州把教育放在发展的首位， 高校的

人才对贵州发展起着支撑作用。 香

港地区好的教育资源丰富， 水平先

进， 可以借助香港地区优势促进贵

州教育发展。近年来，贵州举全省之

力大力发展教育，重视教育开放，对

外合作持续深化，“十二五” 以来至

2016年年底， 贵州全省各级各类学

校聘请外籍教师 1900 余人次，来黔

留学生 4800人余次。

昨日参加论坛的包括贵州省内

部分高校负责人， 以及香港高校负

责人：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科技大

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香港公开大学、珠海学院、香港中文

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岭南大学、香

港教育大学、香港公开大学、恒生管

理学院、明爱学院等。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说，以

前校与校的交流中， 重点放在了沿

海城市和北京等地，而随着“一带

一路” 建设的推进，希望多和西南

地区的高校加强合作。 香港公开大

学校长黄玉山说， 通过学科合作与

学生的交流、 研究生到香港去学习

等方式，加强与贵州高校的合作。

（本报记者 胡颖）

20余位高校校长

共话黔港教育

“黔港大学校长论坛”

在贵大举行：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腹地， 正处

于后发赶超阶段， 为打造重点开放

活动平台， 近年来贵州各级各类学

校与港澳台地区缔结姊妹学校为载

体， 深化贵州与港澳台地区学生和

教师的交流， 努力实现贵州教育事

业借船出海、借力发展。

据悉， 香港回归后与内地交流

频繁，于 2005 年开展姊妹学校计划

工作。 截至今年 4月，香港与内地学

校结成姊妹学校 500多对。

就贵州而言，贵州省委统战部、

省教育厅已推动促成 26 所港澳台

学校与我省各级各类学校签署缔结

姊妹学校协议，开展常态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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