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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2 日， 贵阳市教育

局公布 2019 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其

中明确， 今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含六

种类别的招生， 即： 统招生、 配额生

（含配额定向生、 集团内招生、 民族

生）、自主招生、特长生、国际学校或

中外合作项目招生、民办学校招生，共

计招生 29070 人。

配额生方面， 各省级示范性普通

高中面向贵阳市招生计划的 50%用于

分配给各初中学校，招收配额生（含配

额定向生、 集团内招生、 民族生）。

“三区一地” 内省级示范性高中主要

面向“三区一地” 辖区内各初中学校

招生， 其中面向贵阳市招生计划的 4%

作为配额定向生用于录取 “三区一

地” 外其它区（市、县）的中考考生；

“三区一地” 外其它区（市、县）所属

省级示范性高中主要面向辖区内各初

中学校招生， 同时划出相当比例用于

招收除本区（市、县）外的考生。

贵阳一中、贵阳实验三中、贵阳民

中在面向贵阳市招生计划的 2%， 用于

面向教育集团内初中学校招生。（具体

招生方案由学校制定， 报市教育局审

批）。民族生方面，贵阳一中、贵阳实验

三中面向贵阳市 17 个民族乡每乡招

收 1名民族生。

此外，各区（市、县）省级示范性

普通高中、 大型高中自主招生原则上

控制在招生计划的 5%以内， 由学校自

主招生，其性质属于统招生，其总分不

得低于市招委会划定的生源地公办普

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

特长生原则上控制在学校当年

招生计划数的 5%以内；国际学校或中

外合作项目招生按照省教育厅下达

的招生计划自主招生；民办学校招生

由市、区（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

视各校的实际办学情况下达指导性

招生计划。

市教育局要求， 民办学校的招生

计划为指导性计划， 全市设民办学校

浮动计划 1000 人，民办学校在指导性

计划招满后可向市教育局申请使用浮

动计划，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内统筹，

实行总量控制。

市教育局强调，各学校招收的学

生中考分数不得低于市招委会划定

的学生生源地最低录取控制线。 民办

学校面向贵阳市以外招收的学生，中

考分数不得低于学生中考所在地的

最低录取控制线。

（本报记者 谢孟航）

贵阳普高招生计划公布

含统招生、配额生等六种招生类别；总招生人数为 29070人

今年， 贵阳市高中招生计划为 29070

人。 其中，“三区一地”所有高中招生人数

为 13450人， 公办普通高中计划 9750人，

民办普通高中计划 1880人，国际学校及中

外合作项目计划 1820人。

花溪区招生人数为 2250人，其中公办

普通高中计划 1250人，中外合作项目计划

200人，民办学校计划 800人。

乌当区招生人数为1610人，其中公办普

通高中计划800人，民办学校计划810人。

白云区招生人数为2860人，其中公办普

通高中计划1200人，民办学校计划1660人。

清镇市招生人数为3950人，其中公办普

通高中计划2700人，民办学校计划1250人。

修文县招生人数为1700人，其中公办普

通高中计划1050人，民办学校计划650人。

开阳县招生人数为 1800人，公办普通

高中计划 1800人。

息烽县招生人数为1450人，其中公办普

通高中计划1200人，民办学校计划250人。

此外， 今年， 贵阳一中总招生人数为

1100人，22个班，其中统招生录取 450人，

“三区一地”配额生 473人，区县配额定向

生 40人，集团内招生 20人，民族生 17人，

面向全省招生人数为 100人。

贵阳市第三实验中学总招生人数为

600人， 其中统招生录取 225人，“三区一

地”配额生 228人，区县配额定向生 20人，

集团内招生 10人，民族生 17人，面向全省

招生民族班 50人、宏志班 50人。

贵阳市第六中学总招生人数为 500

人， 其中统招生录取 160人，“三区一地”

配额生 192人， 区县配额定向生 18人，面

向全省招收民族班 50人，面向贵阳市自主

招收交响乐器乐特长生 30人，面向全市网

上招收统招住读生 50人。

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本报讯 未来三天，强降水天气

暂歇，我省将迎来灿烂的艳阳天。不

过西部地区由于前期累计降水大，

土壤墒情饱和， 仍需防范局部地质

灾害出现的可能。

具体预报：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

天，省的西南部地区阵雨转多云，其

余地区阴天转多云；13 日夜间到 14

日白天，全省多云到晴，省的西部地

区局地有分散阵雨；14 日夜间到 15

日白天，省的中东部地区多云，其余

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贵阳未来三日阳光灿烂，市民注

意防暑防晒。 具体预报：12日夜间到

13日白天， 阴天到多云， 气温 20～

28℃；13日夜间到 14日白天， 晴，气

温 18～29℃；14 日夜间到 15 日白

天，多云，气温 19～30℃。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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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受暴雨影响， 贵阳北京西路

小湾河大桥路段和西二环杨家山隧道口出

现山体滑坡。

据观山湖交警介绍，6 月 12 日凌晨 3

时 30分左右， 观山湖北京西路小湾河大桥

路段发生山体滑坡。 目前，小湾河大桥双向

交通中断，往来老城区和观山湖区车辆需要

行驶黔灵山路，观山东路、百花大道。

另外，当日发生山体滑坡的还有西二环

往花溪方向的杨家山隧道口。 当时，该路段

仅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 且仍有落石隐患。

云岩交警已在中坝立交和汽配城往花溪方

向的匝道处进行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前往

花溪的车辆需要从环城高速、花溪大道或花

冠路绕行。 交通管制后，多部门紧急组织抢

险救援。

经过紧张抢险，当日下午 14 时，该路段

恢复通行，两条车道可供通行，另一车道将

持续封闭一个月，配合滑坡点山体后期永久

性加固治理。

目前，北京西路小湾河大桥路段的抢险

工作仍在进行。 本报记者 李强

暴雨夜袭贵阳 两路段山体滑坡

西二环杨家山隧道口已恢复通行，北京西路小湾河大桥路段仍在抢险中

未来三日

贵阳阳光灿烂

强降水天气暂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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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指出美方勿向“台独”势力

释放错误信号

国台办批台当局

阻挠两岸交流

260城将实现

“交通一卡通”

计划年内完成；今后贵阳去

外省坐公交地铁，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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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安警方破获

“茶票”诈骗大案

数百人受骗， 涉案金额达

1.97亿元，38 人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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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山隧道口小湾河大桥路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