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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填报，找准定位和方向
省招生考试院详解2022年高考志愿填报及录取流程
贵州省 2022 年高考成绩将于 6 月 24 日发布，6 月 27 日零时至 6 月 30 日 18 时，考生将通过网上填
报志愿系统填报本科和高职（专科）批次志愿。
广大考生该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从众多院校中选出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 连日来，贵州省
招生考试院就我省考生可能关心的志愿填报以及录取等系列问题进行详解，为广大考生及家长提供帮助。

A 志愿填报前要做好哪些准备？
第一步了解政策。 为方便考
生，省招生考试院编辑出版了《贵
州 2022 年高考指南》和《贵州省
2022 年高考高校招生专业目录》，
是填报志愿最为重要的两本工具
书，为考生提供了政策解读、近三
年部分批次录取数据和今年招生
院校、专业计划信息，是考生填报
志愿前的必读材料， 可助考生及
家长全面了解志愿填报政策。
没有预订《指南》和《专业目
录》 的考生可前往贵州省招生考试
服务中心购买。 其中，《专业目录》
电子版将在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官网
“
资料下载” 栏目发布。 《贵州省
2022 年高考填报志愿规定》近期将
在省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
众号发布，请考生及家长随时关注。
第二步收集信息。 信息和渠
道的来源至关重要。 一般来说，考
生及家长可以选择的权威渠道大
致有：阳光高考信息平台，贵州省

招生考试院及高校官网、 官方微
博、微信公众号等。
第三步准确定位。 定位是填
报志愿中最重要的一步。 高考录
取是高考成绩排序位次依次按志
愿进行平行投档， 考生要根据自
己的成绩在我省高考考生中的排
序位次进行定位。
第四步知己知彼。 俗话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做好了
定位“
知己” ，还要做好“
知彼” 的
工作。 “
知彼” 的过程就是除了政
策法规之外， 还要弄清各个招生
院校的基本情况。 如学校当年的
招生章程、招生计划、往年在本省
的提档线、专业线、师资力量、专
业设置、学科特长、就业及深造情
况等等。 填报志愿前考生可以根
据高考成绩、 排序位次结合 《指
南》 上历年高校的招生录取信息
来选定填报的学校范围。
第五步初选志愿。 “初选志

愿” 是结合自己的成绩定位，确定
目标院校。 完成第三、四两步后，
考生和家长对高考志愿应该已有
方向了。 这时，考生可以大致划定
一些在本省有招生计划的院校，
并认真阅读招生章程， 比较各院
校之间专业的招生人数、 录取分
数等数据， 选择和自己兴趣、分
数、批次相符合的院校。
第六步模拟填报。 “模拟填
报” 就是根据我省的志愿设置情
况，将考生的高考志愿草表（《专
业目录》下册有纸质样表）认真
地填写一遍，做一遍真实地模拟。
在网上填报志愿时， 根据纸质样
表一一进行填写， 必须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逾期不予补报。 我省志
愿填报系统在填报时间内提供两
次修改机会， 但是每年在志愿填
报中还是会出现操作失误、 丢失
密码等问题， 所以填报的时候提
前准备、有备无患。

B 志愿填报要考虑哪些因素？
一是以成绩为基础。高考成绩
是考生投档的基础因素，直接决定
了可选择的院校和专业去向。
二是院校综合情况。院校是考
生选择志愿的重要因素，是选择与
哪些人在一起学习、 到哪里去学
习、学些什么等问题。 考生在选择
时，既要看院校的历史、地域，也要
看院校综合办学实力。
三是考虑兴趣爱好、 专业就业
等因素。 专业是考生志愿选择的核
心因素， 一般关系到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职业趋向。 重点大学有优势专
业、普通院校也有特色专业，是院校
优先还是专业优先，不能一概而论；

考生要选自己喜欢、 符合个性特长
的专业。 专业选择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趋势有关，有的专业报考很热门，
到了就业却遇冷，需要理性判断。
四是结合身体等条件。专业与
身体状况有关联， 有的专业受视
力、色觉、器质性健康状况的限制；
部分院校按专业学习要求，会对单
科成绩和外语口语等方面提出要
求。 还有一些中外合作专业、民办
院校收费较高，选报时还应考虑家
庭经济状况。
五是注意志愿之间梯度的问
题，建议高、中、低搭配填报，较为
合理，避免退档风险。

C 志愿填报有哪些流程？
考生填报志愿时， 应认真阅
读《贵州省 2022 年普通高校招生
网上填报志愿规定》 和贵州省
2022 年高考指南》，根据《贵州省
2022 年高考高校招生专业目录》
公布的招生计划， 查阅有关高校
招生章程。 填报志愿必须由考生
本人认真填报， 正式填报前请用
《贵州 2022 年高考高校招生专业
目录》后附的志愿样表进行预填。
正式填报流程如下：
（1） 使 用 Windows 7 或
Windows 10 操作系统，Microsoft
Edge 18 及以上或 Firefox 63 及

以上版本浏览器登录贵州省招生
考试院网上填报志愿系统（http:
//gkzy.eaagz.org.cn）；
（2）在系统登录窗口中输入
准考证号和准考证密码进行身份
认证，经身份认证合格进入系统；
（3）点击“填报志愿” 菜单，
打开志愿表后， 在对应批次填写
所报考院校的代号， 填写完毕后
点击“
检查院校代号正确性，进入
专业选择页面” ；
（4）检查所填各批次的院校
名称， 院校代号填错或者漏填请
点击“返回院校代号输入” ，确认

无误后选择报考院校的专业类
别、 专业名称以及专业是否服从
调剂，选择完毕后点击“专业选择
完成，进入志愿确认” ；
（5）再次检查志愿表，“返回
专业选择” 可返回上一步， 点击
“志愿提交” 将弹出身份验证，输
入准考证密码后正式提交志愿；
（6） 在填报志愿时间截止
前，考生有两次修改志愿的机会。
修改志愿时点击 “填报志愿” 菜
单，可以打开志愿表，修改后需重
新提交。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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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高考录取批次顺序
我省高考录取工作是按批次进行，大
致分为五个批次，分别是提前批、一本、二
本、高职提前批和高职。 每一批次主要包
含院校分别如下：
①提前批主要包括：军事、公安、飞行
学员、公费师范生、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
部分艺术体育专业、航海类等艰苦专业、全
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专业以及其他经教育部批准的特殊高校
（专业）、有关高校综合评价招生。
②第一批本科主要包括：双一流大学
和双一流学科建设学校，还有原来的 985，
211 高校， 以及多年来一直在我省第一批
本科招生的高校。
③第二批本科主要包括：地方的本科
院校、独立院校和转设的职业大学。
④高职（专科）提前批主要包括：公
安、航海等艰苦或者有特殊要求的专业。
⑤高职（专科）主要包括：省内、省外
的专科学校。
其中， 艺术类梯度志愿本科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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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梯度志愿（即顺序志愿）；其他各科类、
各批次均实行平行志愿。
各科类录取批次顺序如下：
（一）艺术类录取批次顺序为：（1）
梯度志愿本科院校→（2） 平行志愿本科
院校→（3）兼报的文史、理工类本科院校
（不含文史、 理工类提前批本科）→（4）
平行志愿高职（专科）院校→（5）兼报的
文史、理工类高职（专科）院校。
（二）体育类录取批次顺序为：（1）
第一批本科院校→（2） 第一批本科少数
民族预科→（3） 第二批本科院校→（4）
兼报的文史、理工类本科院校（不含文史、
理工类提前批本科）→（5）体育高职（专
科）院校→（6）兼报的文史、理工类高职
（专科）院校。
（三）文史、理工类录取批次顺序为：
（1）提前批本科院校→（2）国家专项计划
本科院校→（3）地方专项计划本科院校→
（4）特殊类型招生本科院校→（5）第一批
本科院校→（6） 第一批本科少数民族预
科→（7）第二批本科院校→（8）第二批本
科少数民族预科→（9） 提前批高职 （专
科）院校→（10）特殊类高职（专科）院
校→（11）高职（专科）院校。 ■杨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