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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白
萍）6 月 16 日，市教体局公布了
2022 年市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和“省示范”定向指标分配计
划。记者注意到，今年市区部分
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有调整。

根据公布的招生计划，今年
市区共有14所普通高中进行招
生，其中省级示范高中 6 所、非
省级示范高中 1 所、民办高中 7
所。6所省级示范高中招生计划
数分别为：安庆一中分两个校区
招生，其龙门校区计划招生520
人，不含面向市区的诚毅书院理
科 实 验 班 80 人 ，不 含 面 向 县
（市）的诚毅书院理科实验班50
人，含田径类体育特长生 8 人；
龙山校区计划招生550人，比去
年有所减少，不含面向县（市）的

诚毅书院科技实验班50人。
安庆二中分为两个校区招

生，其北校区计划招生 750 人，
含田径类体育特长生6人；东校
区计划招生100人，不含艺术类
招生 100 人。安庆石化一中计
划招生370人，含体育特长生田
径类4人、足球类4人，均比去年
减少 2 人，增招篮球类 4 人。安
庆七中计划招生350人，含实验
班 35 人，体育特长生田径类 4
人、排球类 12 人。安庆十中计
划招生350人，含足球类体育特
长生 10 人，不含手球类体育特
长生10人。安庆九中计划招生
400人。

按照招生政策，今年我市省
示范性普通高中继续按招生计
划的 80%指标定向分解到初中

学校。即市区六所“省示范”高
中定向指标计划数为：安庆一中
（龙门校区）416人、安庆一中（龙
山校区）440人、安庆二中（北校
区）600人、安庆二中（东校区）80
人、安庆石化一中 296 人、安庆
七中280人、安庆十中280人、安
庆九中320人。“定向指标”总计
划数为 2712 人，占到市区中考
报名总人数的40.4%。

另外，白泽湖中学计划招生
200 人，比去年减少 30 人。7 所
民办高中招生计划数分别为：外
国语学校 314 人，含出国班 30
人，不含在县（市）招生 104 人。
九一六学校 313 人、育才中学
138人、舒州中学230人、龙门高
中92人、同安高中92人、洪运学
校92人。

市区高中招生计划和“省示范”定向指标分配计划公布

40.4%中考考生能进“省示范”

□ 全媒体记者 白萍 通讯员
甘伟 实习生 黄定傲

6 月 16 日下午，为期三天
的安庆市 2022 年中考顺利结
束。今年我市“省示范”定向
指标如何分配？普通高中招不
招“特长生”？对规范招生行为
又有哪些要求？就广大家长考
生普遍关心的高中阶段招生政
策，记者采访了市教体局。

部分高中招收特长生

今年我市继续选择部分具
有特色办学基础的普通高中学
校开展“特色招生”。招生工作
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后进行；
体育、艺术和小语种类型可在
市域内招生，其他类型在规定
的属地范围内招生。安庆一中
诚毅书院班、桐城中学钱学森
班和野寨中学“珍珠班”面向
全市招生。

体育特长生方面，具有一
级运动员资格证书的初中毕业
生，可与普通高中学校双向选
择，直接录取；艺术类特长生
方面，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可
在公办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
线下降低20分录取。报名参加
艺术、体育特长生的考生只能
选报一所学校。

公办普通高中“国际部”
“国际课程班”“境外班”等招
生行为，纳入统一招生管理，
实行计划单列，录取分数应达
到同批次学校录取要求，学生
就读期间不得转入本校或同层
次学校普通班级。

定向指标从高到低录取

今年，我市“省示范”高中
定向指标分配政策同往年保持一
致，即将“省示范”高中招生计划
的80%定向分解到各个初中学校。

定向指标原则上根据各初
中实际在籍、就读满三年且报
名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毕
业年级学生数，按比例切块分
配，严禁将指标分配与初中升
学率挂钩。在外市接受并完成
义务教育的学生，可回户籍所
在地报名参加考试录取，由教
育行政部门集中设立报名点，
并根据报名点报考人数，按照

“省示范”高中定向到校的比例
同等分配定向指标。

定向指标到校生从高分到
低分依次录取，不设置省示范
高中指标到校生最低录取控制
线，但须达到普高招生录取最
低控制分数线，若未达到普高
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所
剩指标将面向所有考生按照志
愿从高分到低分依次补录。

多类考生可享加分政策

今年中考加分政策同去年一
样，分10分、8分、5分等多档。

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在
国内的子女，烈士子女考生、
台湾籍考生、援疆和援藏人员
子女考生、因公牺牲的公安民
警子女考生、因公牺牲的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
考生可加10分。

公安系统一级、二级英雄模

范和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
警子女考生，英雄模范、一级至
四级因公伤残消防救援人员子女
和驻边远艰苦地区在职消防救援
人员子女考生可加8分。

侨眷（指祖父母、外祖父母、
考生本人的兄弟姐妹在国外定
居的）、少数民族考生可加5分。

另外，现役军人子女考生
加分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同一
考生符合多项加分条件的，只
能享受其中最高一项照顾，不
享受累计加分。

违规招生不发毕业证书

我市普通高中实行属地招
生 ， 除 批 准 的 之 外 ， 各 县
（市、区）所属公办普通高中学
校不得跨县 （市） 招生。地处
县域 （含县级市） 的公办普通
高中在本县域内招生，安庆市
区的公办普通高中在城区内招
生。民办普通高中招生范围与
所在地公办普通高中保持一
致，实行同步招生。

市教体局要求，普通高中要
严格按照市教体局统一批准的招
生计划、范围、标准和方式同步
招生，做到“十个严禁”。

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名额不
得超过本校当年招生计划的
5%，招生录取名单须向社会公
布。各县 （市、区） 要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本地区初中
毕业生生源情况，合理安排高
中阶段招生计划，职普大抵相
当。对普通高中违规录取的考
生，不予建立普通高中学籍，
不予发放普通高中毕业证书。

违规招生不予发放毕业证

安庆高中阶段招生政策出炉

●6月14日，吴女士反映：用水量异
常，供水集团公司没有提醒。

市供水集团公司回复：经查，该户是
双月12日抄表，公司按水表计量计费，
按时发送水量短信，水费一直正常缴
纳。该户于2021年12月首次出现水量
异常情况，工作人员已电话告知用户（系
统登记的为承租户号码）。该户今年 2
月水量与上轮水量相近，且费用正常缴
纳，公司默认为正常情况，未做水量异常
提醒。今年4月水量超出前期用水量，
工作人员再次电话联系用户，一直无人
接听。经上门查看，通过测试，认定内部
存在漏水情况，并向邻居打听到业主号
码，告知了业主异常情况。关于反映人
提到的原登记电话号码为何更改为租户
号码，为方便用户，公司更改号码业务，
只需用水人通过电话或本人到营业厅，
提供详细住址和姓名即可更改。

前期反映人拨打供水客服热线后，
工作人员已上门，并告知可以协助反映
人排查内部用水异常情况，反映人拒
绝。根据规定：水表用户侧的供水设施，
由用户负责管理和维护。因此，用户内
部设施造成的损失应由用户承担。水
量异常提醒是公司一项延伸服务，虽然
不是法律规定的应尽义务，但是未能及
时通知到用户，说明服务还有提升空
间，公司将认真总结，采取措施，提高服
务水平。

●6月16日，叶先生反映：选择一服
务机构提供上门服务，后这家机构因骗
保被查，现在医保局要求自己每月缴费
210元才能享受上门服务。6月1日前个
人没有付款，为何现在要付款？

市医保局回复：经了解，反映人
2019 年申请通过安庆市职工医保长护
险重度失能鉴定，一直选择的是居家
长期护理，按 15 元/天的标准享受护理
补助。

根据规定，反映人可根据自身条件
和需要选择长期护理服务协议机构提供
上门服务，居家上门护理服务费用由长
期护理保险基金和个人按比例支付，基
金的支付比例为70%，每月最高支付不
超过500元。反映人2021年9月份在居
家长期护理的基础上选择了一家长护定
点服务机构提供居家上门服务。个人应
当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上门服务内容，个
人支付部分按照比例支付给长护定点服
务机构。

为促进安庆市长护险试点工作规范
实施，切实保障失能参保人员的护理需
求，确保长护基金安全平稳运行，目前
定点上门服务机构正按照政策要求进
行整改。

用水量异常

却未收到提醒?
供水集团：将采取措施

提高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