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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贵州省 2022 年高考分

数即将公布， 为做好我省 2022 年高

考考生的填报志愿工作，6 月 22 日，

省招生考试院发布“贵州省 2022 年

高考填报志愿规定” ， 填报志愿时间

及方式、录取批次顺序、志愿设置，以

及填报志愿的有关要求、填报志愿的

注意事项等悉数公布。

根据“贵州省 2022 年高考填报

志愿规定”（下称 “规定” ）， 我省

2022年高考考生的填报志愿实行网

上填报，填报时间为 6 月 27 日 00:00

至 6月 30日 18:00。考生通过网上填

报志愿系统（http://gkzy.eaagz.

org.cn）填报本科和高职（专科）批

次志愿。

“规定” 同时对我省 2022 年高考

录取批次顺序、志愿设置以及填报志

愿的有关要求、填报志愿的注意事项

等作出了相应要求。

其中，在“志愿设置” 上，“贵州

省 2022年高考填报志愿规定” 明确，

除艺术类梯度志愿，文史、理工类提

前批本科，文史、理工类提前批高职

（专科）、特殊类高职（专科）院校

外，其他各科类、各批次均实行平行

志愿。

“填报志愿有关要求” 则对

“军队院校（军籍生）、公安类院校

公安专业、司法院校司法警察类专

业招生”“招飞院校招生”“香港

特区高校招生”“定向招生”“特

殊类型招生”“体育、艺术类招生”

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并对相关政策作

出了说明。

在“填报志愿的注意事项” 上，

省招生考试院提醒，考生志愿是高校

录取新生的重要依据，考生要根据省

招生考试院公布的招生院校、 类别、

批次、学校代码、专业名称和代码填

报志愿，并要按照填报志愿规定和程

序填报志愿， 认真细致地校对确认。

考生未按规定的时间、程序及要求填

报志愿所造成的失误，由考生本人负

责。

同时，考生准考证上的密码是考

生进入网上填报志愿系统的唯一凭

证，请务必保管好密码，如果发现密

码泄露应及时向县级招办报告。 否则

造成志愿信息被他人填报，由考生本

人负责。 考生填报志愿时，可登录教

育部“阳光高考” 招生平台（网址：

https://gaokao.chsi.com..cn） 阅

读所填报院校的招生章程，详细了解

该校的招生要求及录取原则等；报考

外语、外贸类等有英语口语考试成绩

要求的院校或专业的考生，应参加省

招生考试院统一组织的英语口语考

试。 未参加英语口试的考生，该类院

校或专业可以不予录取。

此外，每个批次的院校志愿都设

有“愿否服从专业调剂” 栏，请考生

认真思考，表明意愿；考生查询录取

信息， 可凭本人准考证和密码登录

网上填报志愿主页（http://gkzy.

eaagz.org.cn）， 查询本人录取情

况。各批次院校按规定投档录取后出

现缺额的，缺额情况将在省招生考试

院网站公布并进行补报志愿。 请考生

关注省招生考试院网站发布的相关

信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贵州2022年高考

填报志愿规定出台

填报志愿时间及方式、录取批次顺序、填报志愿的注意事项等悉数公布

本报讯 由贵州省招生考试院编

制的《贵州省 2022 年高考高校招生

专业目录》数据已经整理完毕，已提

交出版社印刷，印刷完毕后将第一时

间发至各中学。 为方便考生提前准

备，省招生考试院公布《专业目录》

PDF版，供考生下载。

省招生考试院提醒考生，为避免

《专业目录》PDF版访问下载量激增

导致考生下载失败，建议考生首先使

用百度网盘下载。

链 接 为 ：https://pan.baidu.

com/s/1oFhJ7ztkd_dpJyfi7CI4xQ；

提取码：ilxn。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贵州 2022年高考高校招生专业目录（PDF版）公布

本报讯 贵州省 2022 年高考成

绩将于 6 月 24 日公布，为进一步方

便广大考生查询高考成绩及录取情

况，省招生考试院在网上查成绩、短

信发成绩的基础上， 今年继续通过

微信推送考生高考成绩与录取结

果，考生只需扫描二维码关注“贵州

招生考试服务号” ， 进行绑

定操作，考生的成绩、录取

信息将第一时间发送到考

生的微信中。

具体操作为，扫描“贵州招生

考试服务号” 的二维码，点击“关

注” ，点击下方“考生信息” 按钮，

再点击“信息确定” ，输入自己的高

考生考生号、姓名信息，点击获取验

证码， 验证码会发送到考生高考报

名时所填的“手机号码 1” 中，填入

手机所收到的验证码后点击绑定，

即可完成绑定操作， 相关信息将会

在第一时间推动给你，在此期间，请

不要取消关注。

值得提醒的是， 一个手机号只

能绑定一个考生， 手机号码不可更

改。 外省手机或其他接收不到验证

码的考生， 可使用考生志愿提交密

码卡中的密码进行微信号绑定，考

生还可使用计算机在填报志愿系统

http://gkzy.eaagz.org.cn 上查询

成绩。 据悉，绑定省招生考试院微信

服务号预约高考成绩推送的截止时

间为 2022年 6月 23日 23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

源）

提前绑定服务号 预约成绩发送

本报讯 据贵州省招生考试院

消息，今日（6 月 23 日）15 时，省招

生考试院将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

事———贵州省 2022年高考志愿填报

网上直播咨询活动” ，省招生考试院

普招处副处长罗鹰、 办公室副主任

赵发毅， 将向大家讲解我省招生政

策和志愿填报要求， 解答考生填报

高考志愿的疑惑。

观看平台为：1. 动静新闻———

“动静直播” 页面；2.贵州高考网博

会（https://gzgk.gog.cn）首页；3.

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 “志

愿填报”专栏———2022直播咨询。

除了两位主讲老师，贵州省招生

考试院还将安排专业人员，在互动区

通过文字方式随时回答考生们的提

问，考生可在评论区留言参与互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省招生考试院在线解读志愿填报

今日下午3 时

贵州省招生考试服务号

本报讯 据贵州省招生考试

院消息，我省 2022 年普通高校招

生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统考专业

成绩已经公布， 合格分数线目前

已经划定。

根据 《贵州省招生委员会关

于做好 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艺

术、 体育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

通知》（黔招委〔2021〕28 号）精

神，结合我省专业考试实际，贵州

省招生考试院划定我省 2022 年

普通高校招生航空服务艺术与管

理统考专业的合格分数线：1.本

科：219 分。 2.省外院校使用我省

统考成绩的专业， 须达到我省专

业合格分数线。 省统考专业成绩

达到 180 分可以参加省外院校相

应本科专业校考。

考生可登录普通高考报名系

统 （网址：http://gkbm..eaagz.

org.cn/）， 查询本人专业统考成

绩 。 考 点 咨 询 电 话 为 ：

18275246264， 咨询时间：2022 年

6 月 22 日 -24 日 9:00-12:00�

14:30-17:30。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

源）

航空服务艺术

与管理统考专业

合格分数线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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