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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得舟 摄影报道）为
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
精神，我省制定并经教育部备案同意
的《青海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
施方案》明确提出，把2018年确定为我
省全面推行平行志愿的时间节点，1月
12 日，省招办召开“青海省 2018 年普
通高校招生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实施办
法新闻发布会”，会议按照省招委、省
教育厅要求介绍了我省即将正式印发
的《青海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平行
志愿投档录取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
和有关情况。

热点1：什么是平行志愿？

平行志愿是普通高校招生投档
录取模式之一，相对于传统梯度志愿
（又称顺序志愿）而言，特指在某些规定
的录取批次中，允许考生填报若干个平
行但有顺序排列的院校志愿，按照“分
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根据考生投
档成绩从高到低的排序情况，和考生所
填报的院校志愿顺序进行投档，投出档
案均视为第一志愿，由高校自主择优录
取。

热点2：我省为什么要扩大实行平
行志愿，实行平行志愿的主要优点是
什么？

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
确提出，“改进投档录取模式，推进并
完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增加高校和
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2015年8月，
省政府出台的《青海省深化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要求，“2018年
全面实行平行志愿，增加高校和学生双
向选择机会”。为了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我省分别从2010年和2015年开
始在普通专科、三本批次实行了平行志
愿模式试点，这次扩大平行志愿实施范
围，是对此前改革试点工作的总结、完
善和深化，是全省教育系统认真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教育改
革、促进公平公正的具体体现，是我省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大
举措，关系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对于
深入实施招生考试“阳光工程”，进一步
完善招生录取体制、提高招生录取工作
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扩大实行平行志愿受惠最大最直
接的是广大高考考生和有关招生院
校，其突出优点主要体现在：一是增加
考生选择机会。避免所谓押宝式的

“考得好不如报得好”的问题出现，可
以体现“三减少、三提高”，即考生填报
志愿风险减少，高分考生落榜现象减
少，高校录取断档现象减少；考生志愿
与录取高校计划的匹配度提高，考生
对录取的满意度提高，高校录取计划
的满足率提高。二是有效避免生源
“大小年”现象。实行平行志愿填报和
投档模式后，考生为了增加录取机会，
一般按照成绩选择多所学校，志愿的
有效性提高。同时能避免生源情况大
幅度非正常波动，较为有效避免出现
学校断档和生源“大小年”的情况，使
得不同层次学生进入各自较为理想的
学校。三是有利于提高招生院校的新
生报到率。实行平行志愿能够极大提
高考生的志愿满足率和院校生源的匹
配度，减少调剂志愿，从而有效地解决
录非所愿的问题，提高高校的新生报
到率。

热点3：2018年我省将在哪些批
次实行平行志愿？

2018 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实行平行志愿的录取批次将由原先的
第三批本科和普通专科批次，扩大到
国家（地方）贫困地区专项计划、第一
批本科、第二批本科、省内预科批次。
初步测算，扩大平行志愿实施范围后，

我省年度招生计划总量的93%左右将采取平
行志愿的投档录取模式加以完成。

热点4：2018年我省平行志愿的院校和
专业设置数量是多少？

借鉴省外做法，经过科学测算，2018年在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实行平行志愿的各批
次、常规志愿均设A、B、C、D、E、F共6个顺序
排列的院校志愿，每个院校设 6 个专业志愿
和是否服从校内专业调剂选项。相比较以往
的梯度志愿，国家（地方）贫困专项、一本、二
本、省内预科批次的院校数和专业数有大幅度
增加，分别从2个院校志愿增加到6个院校志
愿，每个院校可填报的专业数从4个增加6个。

热点5：扩大实行平行志愿批次范围后，
一本、二本批次还有没有志愿复征？

有。实行平行志愿各批次在首次正式投
档录取结束后，未完成的院校招生计划将全
部进行志愿复征。复征志愿阶段依然实行平
行志愿，院校和专业数量设置与常规志愿基
本相同，但在各批次最后一次征集志愿时，会
设 1 个同批次是否服从院校调剂选项。同
时，省招办将根据各批次录取进度和计划完
成情况尽可能多次复征，确保完成好招生计
划。

热点6：2018年我省有哪些录取批次（招生
计划）还不能实行平行志愿，主要原因是什么？

目前，我省招生录取主要有8个批次，其
中第一批本科、第二批本科中的定向计划以
及提前本科、提前专科，由于招生计划类型复
杂、特殊要求较多，比如有的需要体检面试，
有的要求特定地区的生源，有的对生源户籍
等有单独要求等，为了确保此类计划充分完
成，保障相关院校招到符合条件的考生，参照
现行绝大多数省份的做法，暂不实行平行志
愿，仍然按照梯度志愿投档录取模式招生。

热点7：平行志愿与梯度志愿投档录取规
则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平行志愿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
原则进行投档。具体的投档办法是，对同一
科类分数线上自由可投的考生按投档成绩
（高考文化课成绩加政策性照顾加分）从高分
到低分排序，即所有考生排成一个队列，投档
成绩高者优先投档。每个考生投档时，根据
考生所填报平行志愿的院校顺序，投档到排
序在前且有计划余额的高校。考生投档成绩
相同时，按高考文化课单科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进行排序，生成带九位小数的投档成绩。
单科成绩的比较顺序：文史类为语文、文科综
合、数学，理工类为数学、理科综合、语文。比
如，如某文科考生总分567分（无照顾分），语
文135分，文综216分，数学97分，则其排序成
绩为：567.135216097分。每个批次平行志愿
只进行一轮投档，只享受一次投档机会。考
生被投档后，因为专业不服从、身体条件不符
合院校要求等原因被退档的，不能再补投到
本批次的其他院校，只能参加本批次的志愿
复征，或者参与下一批次的录取。

梯度志愿遵循“志愿优先、遵循分数”的
原则，允许考生在某一批次填报若干个按照
顺序排列的志愿，通常称为第一志愿、第二志

愿（我省在每一个批次设置两个梯度志愿），在
第一志愿录取时，凡是填报同一所院校的考
生，遵循从高分到低分按比例的原则进行投
档，第一志愿投档录取完毕后，再进行第二志
愿投档录取；第二志愿录取结束后未完成计
划，进行志愿复征。

热点8：什么是模拟投档？模拟投档工作
的意义是什么？

平行志愿模拟投档是省招办正式投档前
的准备工作之一，其意义在于通过各招生院校
对模拟投档信息的分析，决定是否调整投档比
例并增加招生计划，最大限度地提高志愿考生
和院校计划的匹配度，最大限度地实现“两个
确保”。一是为了确保招生院校能够录取到符
合本校条件的考生，完成公布的招生计划。招
生院校可以通过模拟投档和信息交互充分了
解生源情况，包括分数分布情况、专业分布情
况、服从调剂情况等信息。二是为了确保符合
录取规则的调档考生能够录取。由于平行志愿
是一轮投档，为了降低“进档风险”，减少退档
数，高考录取现场会与招生院校进行多轮的交
互，使高校能够清楚地了解报考本院校的生源
数，从而合理地确定招生院校投档需求，以维
护考生利益。

热点9：扩大实行平行志愿后，对于部分
特殊类型考生是否会产生影响？

我省从 2018 年扩大平行志愿批次范围，
增加实行平行志愿批次考生填报的院校志愿
和专业志愿的数量，只是对相应批次的招生
投档录取模式进行改革、调整和完善，而对于
高考考试科目、不同类型考生的高考总成绩
计分办法以及加分照顾条件等，没有做出任
何改变，也不会影响到相关考生的报考。对
于本实施办法以外的招生录取工作的政策性
规定和要求，省招办将根据国家政策，按照工
作惯例，在制定《2018年青海省普通高校招生
录取工作实施细则》时加以明确，并及时向社
会发布。

热点10：扩大实行平行志愿范围后，省招
办将采取哪些措施帮助考生掌握规则和填报
志愿？

为保障今年平行志愿改革平稳落地，省招
办将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工作任务、压
实工作责任，积极做好相关保障工作。一是强
化模拟演练。计划从3月下旬开始，到高考成
绩正式公布之前，至少举行两次有省内、省外
就读的全体考生参加的网上填报志愿演练。
二是加强信息服务。继续编印并向广大考生
提供《青海招考简讯》（普通高考报考指导丛
书，前三年青海省普通高校招生分批次录取分
数表），免费发放《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手
册》（考生人手一册，给广大考生详细讲解平行
志愿的填报注意事项，需要规避的风险），使考
生填报志愿时有所参考，并最大限度避免误
填、错填。三是开展送政策下乡,深入基层尤
其是广大农牧区，开展分层分类培训，做到全
面覆盖、入耳入心。四是利用省招办门户网站
和官方微信平台，及时推送政策信息和工作动
态，省招办官网全称是“青海教育考试网”，地
址是 www.qhjyks.com，希望广大考生准确登
录并随时关注。

我省扩大高考平行志愿实施范围
●由原先的三本、普通专科批次扩大到贫困地区专项计划、一本、二本、省内预科批次●年度招生计划总量的93%左右将采取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加以完成

本报讯（记者 荣丽君）12 日，朝霞染红了
西宁的天空，刷屏了西宁人的朋友圈。民间谚
语：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这朝霞的出现
难道预示着西宁将迎来一轮冷空气？记者从
省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三天，我市将以晴或多
云天气为主，气温也开始缓慢回升。

12日早晨，西宁的天空颜值爆表，朝霞将
天空、大地染成了红色，映红了整个清晨。朝
霞、晚霞一般被视为气象变化的“晴雨表”，未
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如何？记者从省气象局获
悉，12日夜间至13日白天，玉树、果洛有小雪，
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13 日夜间至 14 日白
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或多云；14日夜间至15
日白天，果洛北部、海南南部有小雪或阵雪，省
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未来三天西宁以晴或
多云天气为主，预计最高气温从12日的0.8℃
回升到14日的5.6℃，最低气温也将从12日的
最低零下17.8℃上升3℃左右。

朝霞的出现为什么没有给西宁带来降温降
雪？据省气象台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朝霞不出
门，晚霞行千里”这句谚语，一般能预示夏季的气
温变化，但是12日的早晨确实是因为一股“突来
的云系”带来了美景。据介绍，根据预测12日西
宁天气晴朗，气温有明显回升，但是一股云系从
祁连山区“飘”至西宁上空，在太阳光的折射下出
现了朝霞，“如果不是受到云系影响，12日的西宁
应该是有一个晴朗的天气。”该工作人员说道。

本报讯（记者 荣丽君）记者从省气象科学
研究所获悉，由于近期强冷空气频繁过境，青
海湖正在加速封冻。根据省气象台最新天气
预报，1月15日至16日，省内大部地区将有一
次降温和弱降雪天气过程，预计过程期间，青
海湖有望完全结冰封冻。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是维
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水体，也是控
制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青海湖的
生态环境特征及其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青
藏高原整体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对柴达木盆地、
三江源、祁连山等地区均有较大影响。青海湖通
常每年12月中旬开始进入封冻期，至次年4月中
旬完全解冻，封冻期历时5个月左右。其封冻过
程颇为壮观，吸引着不少摄影爱好者。

去年受暖冬影响，青海湖出现了历史上罕见
的未完全封冻现象，今年青海湖能否完全封冻？
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宝康介绍，青海
湖一般是东岸先封冻，西岸后封冻，鸟岛的布哈河
附近封冻期较晚。主要是由于鸟岛温度相对于
南岸，北岸和东岸的温度要高一点，再加上布哈河
从这里进入青海湖，流水不易封冻。刘宝康说，目
前，虽然今年青海湖的封冻期比历年平均有所推
迟，但是从近期遥感监测和实地观测的情况来看，
目前青海湖大部分已经结冰封冻，只有布哈河有
一些水面未封冻，随着气温的下降，今年青海湖有
可能在本月实现全面封冻。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1月12日8时左右，
不少市民发现，连片朝霞笼罩在西宁上空，光
线从云朵缝隙间投射下来，美不胜收，引得市
民纷纷用镜头拍下这难得的美景，并分享到朋
友圈中。

“朝霞出现后，好似一团团火焰在天空蔓
延，又像一条条游动的火龙，天上的云如一缕
缕薄纱铺在空中，或是娇艳的红，或是透彻的
蓝，或是一层渐变的红黄。真的美极了！”网友
火爆的辣椒这样描述当天的朝霞。网友杨不
二看到朝霞后畅想道：“今天西宁的朝霞美得
有点不像话，感觉 2018 年将是红红火火的一
年。”网友爱如少年在朋友圈兴奋地写下了打
油诗：“朝霞在天地间镀金，流云在瞬息间变
幻，鱼鳞般铺满天空，好似西王母的宫扇！”网
友张小三则表示：“美好的一天，从朝霞开始。
西宁就该如此，希望天天如此。”

据悉，霞是由于日出和日落前后，阳光通过
厚厚的大气层，被大量的空气分子散射的结果。
当空中的尘埃、水汽等杂质愈多时，其色彩愈显
著。如果有云层，云块也会染上橙红艳丽的颜色。

未来三天西宁气温缓慢回升

昨日西宁朝霞似火美不胜收

青海湖本月下旬有望完全封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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