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日起网上填报志愿
今年首次采用动态口令卡填报

本报讯 24日下午，我省高考
成绩及本一、本二省控线发布。6月
27日至7月2日，考生网上填报第
一阶段志愿，该阶段主要填报文理
科提前批次、本一本二批次、民办及
独立学院本科。

据了解，我省今年首次采用动
态口令卡填报志愿，考生可根据此
前模拟填报的经验，结合自己的高
考成绩进行选择。今年第一阶段各
批次志愿首次全部网上填报，不再
需要现场确认。

考生分两个阶段填报高考志
愿：

第一阶段：6月27日至7月2
日(截止时间为7月2日17：00)

考生只填报文科类或理科类
提前录取本科院校(含军事、公安
政法、航海、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
生专项计划、其他院校等)；体育类
或艺术类提前录取的公办本科、
民办及独立学院本科；文科类或
理科类第一、二批本科院校志愿。
其中：

①本一省控线上的考生于 6
月27日至29日填报提前批本科、
本一、本二批次院校志愿；

②本一省控线下、第一阶段填
报志愿资格线上的考生于 6月 30
日至7月2日填报提前批本科、本
一、本二批次院校志愿；

③填报艺术类提前录取批次公

办本科第1小批院校志愿的考生，
必须于6月27日至29日填报 (截
止时间为6月29日17：00)。

第二阶段：7月 26日至 30日
(截止时间为7月30日17：00)

凡未被第一阶段各批次高校录
取且达到第二阶段填报志愿资格线
的考生，可填报文科类或理科类第

三批本科院校 (含民办及独立学院
本科等)、高职(专科)院校以及体育
类或艺术类高职(专科)院校志愿。

面向参加普通高考考生的注册
入学录取8月16日至22日进行。注
册入学共分3轮进行，每轮均包含
考生申请、院校审核、考生确认3个
过程。考生通过计算机网络登录省
教育考试院专设的注册入学平台
(网 址 http://www.jseea.cn或
http://gkzy.jseea.cn)提交申请，
并需按时确认。具体要求按照《省教
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14年江苏省
高职(专科)院校注册入学试点工作
的通知》(苏教考招〔2014〕14号)规
定执行。

今年招生录取
政策3项微调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门获悉，

今年我省高校招生在操作层面主要有以
下3项改进：

一、进一步加强1%预留计划的安
排与使用管理。

今年关于预留计划的安排与使用与
往年有所不同，具体为：一是根据教育部
规定，有跨省招生计划的本科高校可以
在国家核定的院校年度招生规模内，预
留不超过本校本科招生计划总数1%的
计划。据此要求，今年我省高职（专科）院
校不再安排预留计划。二是本科高校的
预留计划仅用于调节各地统考上线生源
的不平衡，不得挪作他用。具体来说，可
以在模拟投档之后，根据生源情况追加
计划投档；也可以按比例投档后，追加计
划录取，减少退档。三是高校须将预留计
划数及其使用原则等在招生章程中予以
明确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未向
社会公布的，不得安排招生。高校不得收
取经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以外的任
何费用。

二、外地来苏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符
合报名条件的，与我省考生享受同等考
试和录取待遇。

三、改进考生志愿填报方式。
今年考生将采用口令卡方式，填报

各批次平行志愿和征求平行志愿。考生
只需在规定时间内凭考生号、身份证号、
密码和动态口令卡，进行网上填报，不再
现场签字确认，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二本线以上
99%

市一中：

本报讯 记者昨晚获悉，市
一中今年高考继续保持良好势
头，理科400分以上5人；二
本达线率99%，有7个班级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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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统一灭蟑螂
可到居委会免费领药

7月1日—31日：

本报讯 随着夏季来临，气温逐渐升高，雨量增多，蟑螂
进入活动繁殖高峰期。为有效降低全市蟑螂密度，预防虫媒
传染病传播，市爱卫会决定于7月1日至31日在全市开
展统一灭蟑螂活动。

本市建成区内家有蟑螂的居民户，可到所属社区居委
会免费领取灭蟑药1包。全市统一灭蟑用药是无锡洛社卫
生材料厂生产的飞彪牌杀蟑饵剂，有效成分为残杀威，特效
解毒药为阿托品。

为确保灭蟑效果，使群众掌握正确的灭蟑方法，市爱卫
办印制了《灭蟑工作告居民书》，在各居民区张贴。同时，各
区爱卫办将积极做好灭蟑的宣传指导，组织好灭蟑药物发
放，保证全市灭蟑工作的顺利开展。

全市宾馆（饭店）、旅馆、餐饮业、食品加工业、商场、副
食店、超市、医院、机关、企业、学校等重点单位（场所）也要
按照要求，结合实际自行组织开展灭蟑工作。各单位和个人
严禁使用国家禁用的高毒杀虫剂或不合格杀虫剂。

!爱卫宣 周茜"

征集常州
“最美家庭”故事

即日起到8月30日

本报讯 即日起到8月30日，市人口计生委、市妇联
联合开展常州“最美家庭”故事征集活动。

征集故事内容包括健康婚育、孝老敬亲、勤俭节约、低
碳环保、学习创业等，以“健康、仁孝、勤廉、环保、书香”五型
特色家庭为基础，叙述家庭最美故事，展示家庭文明风采。
文体不限，字数2000字左右；要求内容真实、语言生动、感
情真挚，并附1-2张全家福照片。

活动旨在深化我市“寻找最美家庭”主题活动，推进“幸
福家庭”建设和“智慧女性·和美家庭”创建，引导全社会和
家庭成员崇德向善、文明礼貌、诚实守法，全面提高家庭发
展能力、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9月，相关专家、领导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将评出100个
优秀故事并对获奖故事颁发证书及奖品。

有意愿参与者可联系：85682632、85683822（印建强、杭
芸），或者报送QQ：352098701、184105679。!李敬 杭芸 黄钰"

今晚来常巡演
市民可免费领票观看

全国群星奖12个获奖作品

本报讯 今天晚上，全国群星奖获奖作品巡演将在我市
红星大剧院举行。

本次常州专场演出艺术形式多样，题材丰富，有来自陕
西、浙江、湖北、山东、江苏等省的12个获得全国群星奖的
优秀节目。其中，我市获得第13届群星奖的舞蹈《香脆萝卜
干》以及小品《救》也将同台演出。

为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促进我市群众文化活动繁荣
发展，常州市文广新局将向市民发放赠票，有兴趣观看的市
民可到红星大剧院售票处，凭本人身份证领取，每人限领两
张，领完为止。

本次巡演由省文化厅主办，在无锡、宜兴、徐州、常州、
张家港、海门、淮安共巡演6场。 !雷虹 何嫄"

水墨精品
来常展出

清华美院教授戴顺智

本报讯 昨天，“远去的田园牧歌———戴顺智教授水墨
精品展”在刘海粟美术馆开幕，一批自然质朴的精品画作带
观者体味乡野趣味。

以画牛闻名的戴顺智，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
教授、国画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此次展出的55幅精品，大多以牛为主角，工写结合，活灵活
现，多用淡墨，细笔勾勒，皴擦渲染，画面散淡清远。除了水
牛图，现场还展出了十多幅人物肖像图，背景取清丽而沉稳
的色彩，以点线勾勒人物，点线交织，或疏或密，或浓或淡，
或润或枯，绘画语言鲜明。

本次展览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市文广新局、市文联、
市美术家协会、常州画院、市花鸟画研究会主办，将展出至
28日。 !沈芸"

苏宁为1000户家庭提供
空调免费检测维保服务

继免费贴膜之后———

本报讯 继常州苏宁上周启动手机免费贴膜服务后，
今天起开始加推梅雨季空调免费服务。市民只需通过常
州苏宁云商微信号或至苏宁指定门店报名，就有机会获
得苏宁提供的空调免费服务。

常州苏宁云商总经理茅俊称，近期苏南地区进入梅
雨季节，随后就将进入高温天气。苏宁这次推出空调的免
费清洗、检测服务，就是为了帮助市民在高温到来前对空
调进行一次全面检测和清洗除霉。此次免费服务的项目
包括对空调制冷效果、电路检测、压缩机运行情况等全套
检测服务，以及对室内机过滤网、面罩、面板等空调部件
清洗保养服务。

请有需要的市民在 6月 25日至 7月 3日期间报

名。常州苏宁每天选出100个家庭免费服务。上门时间
为7月1日至10日。

报名途径有两种：一是关注常州苏宁云商官方微信
订阅号cz-suning，并发送指定指令，每天前50名发送
成功的顾客即可免费获取服务资格1次；二是前往苏宁
指定门店，包括苏宁南大街店、广化桥店、文化宫店、新北
店和武进生活广场店，每店每天前10位报名的顾客即
可获得免费服务名额。详细活动规则可查看常州苏宁官
方微信订阅号说明或至苏宁活动门店咨询。

另据了解，进入高温季节前，常州苏宁还将继续开展
空调促销让利，加大备货资源，保证优惠价格。

!王迪 孙东青"

配合我市轨道交通站台建设#常州通

用自来水公司供水管线迁移和增添阀门

工程
!"

次停水施工#到昨天已全部完成$

下一步#将进入小范围施工#尽可能

一个站台一次停水就完成用户改接$

瑾亮 瑞彩/文 胡平/摄

理科：市一中蒋家丽
文科：省常中朱笑芸

我市高考文理状元都是女生

理科状元蒋家丽：

文理都聪明
做事很细致
我市高考理科状元，是市一中

高三（1）班蒋家丽，成绩为语文
135、数学145+34分、英语102、小
高考加分3分，总分419，选科双
A。在全省，理科排名第4。

蒋家丽昨晚告诉记者，高考取
得好成绩，考试心态很重要，“其实
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只要基础知
识扎实了，取得好成绩的关键就在
心态。”她坦言，自己在考前也紧张，
但是考试时把它当作一模二模，心
态放松了许多。

蒋家丽的妈妈告诉记者，女儿
从小学习就比较自觉，家长也没有
很严格地要求女儿，唯一对她的希
望就是“会做的试题要做出来，下次
不能犯同样的错误”。

班主任陈新华老师评价蒋家丽
是一名“内秀”的女生，平时很低调，
不张扬，关心集体，乐于奉献。“蒋家
丽字写得很好，高三整个学期的黑
板报，都是她写的，一句怨言也没
有。”她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数
学成绩优异，曾获得全国中学生数
学竞赛江苏省一等奖，语文成绩也
一直名列前茅，热爱阅读，最爱的作
家是笛安，还热衷于国画和书法。

语文老师高东梅对课代表蒋家
丽也赞不绝口：“做事细致到位，积
极主动。”她每天都主动询问老师需
要做些什么，同时，还主动找一些好
文章推荐给同学，为班级营造很好

的学习氛围。
蒋家丽说，她的志向是上海

交大，具体专业仍在考虑中。
蒋家丽家住金色新城，父母

都是工程师。

文科状元朱笑芸：

一本改错本
收益无穷大
省常中高三（1）班朱笑芸是

我市高考文科第一名，她的成绩

为语文 119+27、数学 148、英语
101、小高考加 5分，总分 400，选
科双A+。全省文科排名前20。

朱笑芸平时学习成绩一直位列
年级第一，此次考出优异成绩在大
家意料之中。

如何高效率地学习？朱笑芸有
四点与大家分享：

一是科学管理时间。自主学习
时，朱笑芸总是把1个小时作为一
个学习时间段，60分钟内，50分钟
进行高效率学习，10分钟进行简单
锻炼，劳逸结合。

二是坚持“记改错本”习惯。从
高一到高三，哪怕高考前几天，朱笑
芸仍坚持把错题记在改错本上，经
常翻阅错题。

三是每天收听英语新闻。每天
早晨7点到7点半，是朱笑芸雷打
不动的“听力”时间，她总要收看
CCTV9的 NEWS UPDATE，从
小学坚持到高三，这为她的英语打
下坚实基础。

四是多多阅读名著。朱笑芸高
一暑假和父亲一起把整本《论语》读
完，这也给她学习古文带来了好处。

朱笑芸自我评价“特别能坚持，
自我要求严”。凭借自己的坚持和努
力付出，她终于得到了丰硕回报。

朱笑芸家住娑罗家园，爸爸是
公务员，妈妈是医生。

二本线以上
99%

省常中：

本报讯 记者昨晚获悉，省
常中今年高考二本达线率
99%。其中，有7个班二本达线
率100%。

可喜的是，省常中办在戚墅
堰实验中学的戚墅堰合作班全
班40名学生，二本达线26人。

50路公交调整
花园新村—恐龙园：

本报讯 恐龙园迪诺水镇建成并启用，为进
一步方便游客游览恐龙园，6月26日起将优化
调整公交50路。线路调整后的服务时间、投放
车辆、票制票价均保持不变。

50路：由花园公交中心站始发，经怀德路、
长江路、太湖路、龙锦路、巫山路、湖西路、太湖
路、龙沧路、河海路，至恐龙城公交枢纽后，按原
线返回。沿途停靠花园新村、三堡街小区、蒋家
塘、银河湾第一城、行政中心北门、常州地税局、
芳草桥、常州创意产业园、世茂香槟湖、龙沧路
河海路等站。 !王淑君 宋宁宁"

蒋家丽 朱笑芸

我市5年高考状元：5男生 5女生
本报讯 据记者昨晚查阅本报

2010年以来的报道，这5年，我市
10个高考状元中有5名是男生、5
名是女生。

A1A2版高考新闻采写：钱月航 尤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