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zhouguangdianbao

教育窗 17
2019 年 5 月 10 日 编辑：谢述建

近日从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获悉，《四川省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已下发，对我省 2019 年高考招生录取工作进行统一安排部署。 其中包括今年我省高考各
批次的志愿填报时间、录取批次安排、志愿设置及志愿填报办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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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川区七小：
一诗一幅画 一画一世界

四川省 2019 年高考实施规定出台

考试时间、科目不变
本科平行志愿增至 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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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
高考时间：6 月 7、8 日

根据安排，2019 年四川统一高考时间确定：全省
高考（藏、彝文一类模式高考除外）于 6 月 7、8 日统一
组织进行。 各科目考试时间（北京时间）安排如下：
6 月 7 日 9：00-11：30 语文；
15：00-17：00 数学；
6 月 8 日 9：00-11：30 文科综合 / 理科综合；
15：00-17：00 外语。
文史类考生考语文、数学（文）、外语、文科综合
（含政治、历史、地理三个科目内容）；理工类考生考语
文、数学（理）、外语、理科综合（含物理、化学、生物三
个科目内容）。 语文、数学、外语科（含听力考试）满分
均为 150 分，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满分均为 300 分；总
分 750 分。
外语分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 6
个语种，由考生任选其中一个语种参加考试。 凡拟报
考外语高校、系（科）、专业（含科技外语）的考生，除笔
试外，还须参加外语口试。 外语口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 外语口试工作安排在 6 月 9、10 日，由县（市、区）
招考办组织进行。 参加外语口试的考生应按县 （市、
区）招考办的规定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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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志愿填报
本科招生平行志愿由 6 个增加至 9 个

记者注意到，2019 年四川省普通高校招生有一
定变化，其中，本科平行志愿由 6 个增加至 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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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本科提前批和专科提前批分别设
置 1 个第一志愿和 2 个平行第二志愿，本科提前批设
置一个预科志愿；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专科批、
对口招生职教师资班和高职班均设置 9 个平行的第
一志愿 （按从前到后的自然顺序为 A、B、C、D、E、F、
G、H、I），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专科批均设置 6
个平行的预科志愿；本科第二批和专科批各设置 3 个
平行的藏文加试、彝文加试志愿。 每个学校志愿内设
置 6 个专业志愿和专业调配志愿。
在时间方面，高考志愿安排在通知考生成绩之后
填报， 其中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 6 月 24
日 17∶00，其余本科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 6 月 28 日
12∶00， 专科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 7 月 5 日 12∶00。
职教师资班和高职班对口招生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
6 月 28 日 12∶00。 全省实行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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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录取批次安排
共 5 个批次

根据安排，我省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批次（不
含艺术、体育类专业）设置为本科提前批、本科第一
批、本科第二批、专科提前批、专科批共 5 个批次。
其中，国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在本科提前
批结束后、本科一批开始前录取，其中有特殊要求的
公安、武警院校国家专项计划在本科提前批录取。
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培养计划普通类本科安排
在本科一批后、本科二批录取前进行，专科安排在专
科提前批后、专科批前进行。
省级公费师范生（不含艺术、体育类）的录取安排
为：本科层次农村义务教育、特殊教育计划与深度贫
困县免费定向培养计划普通类本科录取一并进行；专
科层次小学教育“一专多能”计划安排在专科提前批
录取；招收“一类模式”高考考生的本科层次藏汉、彝
汉
“双语”计划与藏文、彝文“一类模式”深度贫困县免
费定向培养计划本科录取一并进行； 专科层次藏汉
“
双语”计划与藏文“一类模式”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
培养计划专科录取一并进行。
（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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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川中学举行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活动
本报讯 4 月 29 日，达川中学隆重举行纪念
“
五
四” 运动 100 周年主题团日活动。 达川中学党委书
记、校长张琪，副校长许景烈，副校长孙仁成，党委副
书记邓智峰，工会主席张莉萍，各处室、年级组代表，
以及 300 余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张琪做了题为《传承百年五
四精神，不负复兴伟大使命》致辞。 他对刚加入中国
“
优秀少先队员”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同学及受表彰的
“
优秀团员”
“
优秀团干”
“
优秀青年教师”表示热烈祝
贺，希望广大团员、青年弘扬五四精神，以励志成才
为目标，做一个有中国情、民族魂、世界眼光的现代
人。
随后，对
“
优秀少先队员”
“
优秀共青团员”
“
优秀
共青团干部”进行了表彰，并举行了
“
青春心向党，建
功新时代”演讲比赛。 11 名参加演讲比赛的同学用
包含深情的话语表达了拳拳爱国之心、 报国之志。
（徐鹏）

罗江八一希望学校
传递青春火炬 弘扬五四精神
本报讯 4 月 30 日，由共青团达州市通川区委
员会主办的“追梦通川·青春 100”在达州市中心广
场演艺大厅隆重举行。
此次文艺汇演，通川区罗江八一希望学校情景
剧《青春的火炬》演绎了革命战争时期，青年张爱萍
决心加入中国共青团，他与当时的魏传统、刘新权
等通川进步青年团结一起，奋力抗争，为新中国的
崛起贡献力量。 充分诠释了通川青年追求进步、勇
于担当的精神。 八一教师们在舞台上他们用汗水描
绘青春，憧憬未来，他们时时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散
发着青春的活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新青年拼搏进
取、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也演绎着新时
代教师的青春之歌。
（陈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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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土地上；诗，浓情
地镌刻着这美妙世界；画，淡香浓墨地绘出一幅幅悠
长而空灵的画卷。
在通川区第七小学校第八届“以诗润心，缘诗立
魂”的主题读书节活动中，二年级组全体语文教师响
应教务处的“与诗歌同行”的号召下，团结一致，齐心
协力，认真地开展活动。 孩子们积极地参与，人人捧
起唐诗宋词，晨诵午吟，吟一吟诗，画一画诗，教室外
墙展台也变得绚丽多彩。
一年之计在于春。 在这春光和煦、桃夭柳媚、鸟
语花香的季节里，我们与春同行，与诗为伴，一卷在
手，心灵可以进入山川原野，宇宙星辰，闲看庭院花
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总有一缕属于照在自己
心田的阳光。
（伍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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