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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报道 毛翠娥 尤佳

本报讯 考试在标准化考点进
行，考生原则上在本校参考；政策
性照顾加分有变⋯⋯昨天，市教育
局发布了2022年高级中等学校招
生工作意见，今年中招政策总体保
持稳定，略有变化，更加公平。

考生在本校参加考试

从今年开始，全市中考在初中
标准化考点进行。设置初中标准
化考点，有利于维护考试公平，有
利于运用信息化技术，有利于提升
中考管理质量。

为进一步方便、服务和关爱考
生，我市考生原则上将在本校标准
化考点参加中考。

中考中招实行“一网通办”

根据省教育厅相关要求，我市
将原有的中考报名、志愿填报、考务
管理、成绩查询和招生录取等系统，
整合开发常州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

考试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常州中招
系统”），按照确定的招生范围、计
划、标准、时间和方式，通过此系统
组织实施全市中考中招工作。

今年，我市中考中招工作将通
过此系统，完成从报名到录取的全
过程管理，做到“一网通办”，进一
步加强对招生计划执行和录取过
程监督。

职业学校志愿填报有变化

普通高中志愿填报没有变化。
有变化的，一是提前录取批次的“五
年制高职与本科分段培养项目”（以
下简称“5+2”）增加2个项目，全市
所有考生通过“常州中招系统”可填
报1至4所“中职与本科分段培养项
目”（简称“3+4”）、“5+2”学校中的1
至 2 个专业志愿；二是在职业院校
录取预登记入学阶段，考生通过“常
州中招系统”可预登记8个专业，比
去年增加3个专业。

政策性照顾加分有调整

一是取消少数民族考生中考

加分政策。根据省教育厅《关于
做好 2022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
学工作的通知》要求，从 2022 年
开始，取消少数民族考生中考加
10 分投档的政策。

二是新增公安英烈和因公牺
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报考高级中
等学校时加分投档的政策。根据
公安部、教育部文件精神，公安系
统烈士子女录取时加 30 分投档，

“一级、二级英雄模范”，因公牺
牲、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民警子
女加 20 分投档。

非应届毕业生报考有限制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自 2022
年起，非应届初中毕业生不得报
考体艺特长生，不得报考江苏省
高品质示范高中建设学校（包括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前
黄高级中学、常州市第一中学、江
苏省华罗庚中学、江苏省溧阳中
学等五所高中），四星级高中录取
时中考成绩减 30 分投档。报考
其它高级中等学校没有限制性条
件。

今年中考中招，政策总体保持稳定，略有变化

今年中招政策总体保持稳定，
在考试时间、录取批次、职业学校
登记入学、常武一体化招生管理等
方面与去年一致。

考试时间不变

中考具体时间为 6 月 18-20
日。考试总分为 700 分。英语学
科总分为 120 分，笔试 90 分，口
语、听力测试30分。道德与法治、
历 史 合 卷 各 50 分 ，满 分 为 100
分。体育考试满分为40分。试卷
由市统一命题，分考区组织考试。

中考时间见下表。

常武一体化招生三
年过渡期最后一年

今年是常武一体化招生三年过
渡期的最后一年，普通高中仍然按
照原有的四个区域进行招生管理，
即：主城区（含新北区、天宁区、钟楼
区及常州经开区的潞城街道、丁堰
街道、戚墅堰街道），武进区（含武进
区及常州经开区的横林镇、遥观镇、

横山桥镇），金坛区和溧阳市。
所有公办、民办普通高中严

禁违规跨区域招生。

仍分两批次录取

今年中招录取仍分两个批次。
第一批次提前录取学校包括：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面向溧
阳市、金坛区、武进区和常州经开
区横林镇、遥观镇、横山桥镇招生。

常州市第一中学、常州市北郊
高级中学、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面向武进区和常州经开区横林镇、
遥观镇、横山桥镇招生。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江苏省
武进高级中学、江苏省横林高级中
学：面向新北区、天宁区、钟楼区和
常州经开区潞城街道、丁堰街道、
戚墅堰街道招生。

常州市第五中学艺术班：面向
全市招生。

“中职与本科分段培养项目”
（以下简称“3+4”）、“五年制高职与
本科”分段培养项目（以下简称“5+
2”）学校：面向全市招生。

在第一批次提前录取学校
中，常武地区考生可填报对应的1
至 2 所普通高中学校志愿。全市
所有考生可填报 1 至 4 所“3+4”

“5+2”学校的1至2个专业志愿。
第二批次录取学校为普通高

中学校。全市所有考生可填报对
应的1至3所普通高中学校志愿。

所有志愿填报考生需在 5 月
28日至6月3日登录“常州中招系
统”自主填报。

职业学校登记入学

职 业 院 校 实 行 登 记 入 学 。
第 一 阶 段 为 预 登 记 入 学 阶 段 。
考生可在职业院校公布登记入
学资格线后，结合自身意愿和专
业志向，于 7 月 1 日至 7 月 4 日
在“常州中招系统”上预登记 8
个专业。第二阶段为直接登记
入学阶段。在预登记入学阶段
中未被职业院校录取的考生可
继续选择计划未完成的专业进
行直接登记入学，登记成功即被
学校录取，先登记先录取。

2022年中考时间：6月18-20日

市教育部门表示，严肃招生纪
律，全面落实“十个严禁”。

严禁以各种方式阻止学生参
加中考；严禁提前招生、无计划招
生、超计划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
普通高中免试招生；严禁公办学校
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以公办学校
名义招揽生源；严禁学校间混合招
生、招生后违规办理转学；严禁与社
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

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
训机构组织的考试结果作为招生
依据；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免收学
费、虚假宣传等方式争抢生源；严禁
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严
禁招收借读生、人籍分离、空挂学
籍；严禁收取择校费、与招生入学挂
钩的赞助费以及跨学期收取学费；
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
和升学率。

市教育局将加强招生入学政
策落实情况督导检查，对违规违纪
招生的学校，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
通报批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依照
有关规定给予减少下一年度招生
计划、停止当年招生直至吊销办学
许可证等处罚；对出现招生工作把
关不严、监管不力、违规建立学籍等
现象的，依规依纪追究有关单位及
当事人、责任人的责任。

招生中全面落实“十个严禁”

■吕洪涛 承文菊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
民政局发布常州市养老等
民政住养服务机构疫情防
控管理措施动态调整信息：
自 5 月 17 日零时起，全市
119家养老机构不再实行封
闭管理，在有效保障安全运
行、符合疫情防控规定的前
提下，逐步稳妥恢复社区养
老、居家上门等养老为老服
务。

我市调整养老等民政
住养服务机构疫情防控管
理措施后，养老机构执行民
政部《养老机构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指南（第二
版）》，儿童福利机构执行《儿
童福利领域服务机构新冠
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指南

（2022年1月版）》，其他机构
参照执行。

我市养老等民政住养
服务机构解除封闭管理后，
实行预约探视制度。无预
约不探视，探视人员须持有
健康码绿码、扫场所码、提
供 14 日内未在中高风险地
区逗留的行程轨迹和“三天
两检”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两次检测间隔超过 24 小
时，且末次采样在入院前48

小时以内）、进行体温检测
并实名登记。探视人员和
服务对象须全程规范佩戴
口罩，不得留宿照料。

我市养老等民政住养
服务机构将继续规范相关
工作人员出入管理。工作
人员须加强个人防护，不聚
餐、不聚集，出入机构时严
格落实核验健康码、行程
卡、做好体温检测等工作；
禁止快递、外卖、送药人员
进入机构内部。

我市将继续加强养老
等民政住养服务对象的进
出管理。除就医等必要情
形，不提倡住养老人等服务
对象外出；确需外出的，经
机构批准后由家属或工作
人员陪同，并全程做好个人
防护。返院时，经健康评估
并做好个人和物品消毒后，
方可正常返回生活区。

同时，养老等民政住养
服务机构严格落实健康监
测。各机构每日由专人做
好在岗工作人员和住养人
员健康记录，并根据要求加
密核酸检测频次。

我市将加快推进养老
等民政住养服务机构从业
人员和住养服务对象疫苗
接种工作，确保符合接种条
件的对象“应接尽接”。

我市119家养老机构

今日零时起不再实行封闭管理

■唐文竹 资规宣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
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
制、市测绘院编制的新版公
益类地图正式发布，内容包
括《常州市地图》《常州市城
区地图》和系列标准地图。

其中，《常州市地图》
《常州市城区地图》为全开
挂图，全面、客观、及时地展
现了常州市域、常州城区的
基础地理样貌和各类地理
要素的分布状况。

系列标准地图共有 32
幅，以常州全市域为制图范

围，根据地图表达内容分基
础要素版和政区版两类。
基础要素版标准地图主要
表达的要素包括政区与界
线、居民地、交通、水系、地
貌等，政区版标准地图表达
的要素有政区与界线、居民
地、主要水系等。系列标准
地图在常州市地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天地图·常州）
向社会公开发布，可直接用
于新闻宣传、统计图表、书
刊报纸插图、广告展示背景
等，更可为各个专业部门提
供符合地图审核要求的地
理底图，叠加专题信息制作
各类专题地图。

常州新版公益类地图发布

■庄奕

未来几天，我市仍然
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最
高气温大约为 30℃。19-
20 日，因为云系增多，气
温有所回落，最高气温大

约为 24℃，20 日部分地区
还有阵雨。21 日以后，我
市又以云系变化为主，最
高气温又会逐日上升，23
日 的 最 高 气 温 达 到
30℃。总之，进入气象意
义 上 的 夏 天 是 越 来 越 近
了。

未来几天都是好天气小编 天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

6 月 18 日

6 月 19 日

6 月 20 日

上午

上午

上午

语文（9∶00-11∶30）

数学（9∶00-11∶00）

英语（9∶00-10∶40）

下午

下午

下午

化学（14∶00-15∶40）

道德与法治、历史（14∶00-15∶40）

物理（14∶00-1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