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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所有省份的高考日
程全部结束，2021年全国高考也
将正式落下帷幕。

多地查分填报志愿时间公布

6月 8日下午，包括山西、安
徽、河南等在内的多个省份的考
生完成最后一门考试，这些地区
的2021年高考也正式结束。

因考试日程安排不同，还有
很多省份的高考在9日、10两日陆
续收官。

像是河北、上海、江苏、广
东、湖南、内蒙古、重庆等 10多
个省份，在9日结束所有考试。北
京、天津、山东、浙江、辽宁、
海南等省份则在10日结束考试。

随着考试收官，部分地区的
高考成绩查询时间、志愿填报时
间等也陆续公布。

截至 8日，已有安徽、河南、
湖南、海南、山西、吉林、广
东、江西等在内的近 10个省份公

布了高考成绩查询时间。
其中，安徽、江西的查分时

间为6月23日，山西、吉林为6月
24日，河南、湖南、海南为 6月
25日，广东暂定6月26日前。

此外，也有一些省份虽然没
有公布具体放榜时间，但已经明
确了志愿填报时间。比如，河北
的本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时间
于 6月 26日开始，甘肃的第一次
志愿填报时间为 6月 25日 20：00
至6月27日20：00。

阅卷工作严把公平关

考试结束后，阅卷工作也将
紧锣密鼓地展开。确保公平公
正、做好疫情防控是各地在这一
环节的工作重点。

为保证评卷工作的公平公
正，甘肃要求遵循“坚持标准，
公正准确，给分有理，扣分有
据，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原则，
各学科成立质量检查组，加强评

卷复查，控制评分误差，确保评
卷质量。

山西则要求，评卷工作期
间，评卷场所和关键位置应配备
视频监控录像设备，视频监控不
留死角，工作期间全程录像。

在疫情防控方面。早在今年 5
月，安徽便召开了 2021年网上评
卷工作领导组会议，要求安排合
适评卷场所，准备充足防疫物
资，协调疾控专业人员驻点，落
实评卷人员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
要求，确保评卷疫情防控到位。

严禁宣传“高考状元”

以往，每当高考成绩出炉，
各地的“高考状元”“高考升学
率”等都备受外界关注。对此，
教育部已三令五申，禁止宣传上
述概念。

在今年2月印发的《关于做好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
知》中，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

各校坚持正确的教育政绩观，严
禁通过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
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

“高分考生”等。
各地方也据此出台了更细化

的措施。例如，广东不仅要求严
禁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
学率”“高分屏蔽考生”等。还明
确，严禁教育行政部门、学校、
培训机构以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
教师和学生。

福建则明确，高考后，不公
布高考试题和答案。除教育部规
定的特定事项外，只能将考生的
高考成绩信息提供给考生本人及
有关投档高校，不得向考生所在
中学及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此外，严禁宣传炒作“高考
状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
生”等，严禁出现类似“高考喜
报”“一本上线率”等信息，不得
在网上或校园内发布不利于引导
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考试标语。

多地启动高考阅卷工作查分时间表陆续出炉

6 月 8 日，随着外语考试结

束，部分省份的高考迎来收官，

阅卷工作陆续启动。目前，已有

近10个省份公布了查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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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在紧锣密
鼓进行中，这场考试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也因此被一些骗子视为

“发财”的良机。近日，教育部发
布“高考防骗预警”，提醒广大考
生和家长，明辨网络谣言，谨防
上当受骗。

从考前兜售“高考真题”“绝
密答案”，到考试后群发虚假查分
网址、付费提供“内部指标”“机
动指标”，这精心设下的一道道陷
阱，全都“盯”着考生和家长的
钱包。一旦被骗，轻者钱财被
骗；重者或许连人生轨迹都可能
因此改变。

查分数
要认准官方查询渠道

考试结束后，成绩无疑是考
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骗子便通过
群发短信的方式，称可查询高考
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
少人心急之下，不仔细核查，便
迫不及待地点开相关链接。要么
手机被植入木马，钱财被盗取。

要么就在钓鱼网站中将自己的身
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信息一股脑
地输入，方便骗子制定更加精准
的骗局。2017年，广东警方便根
据教育部门通报，侦破了一个利
用虚假网站针对考生实施诈骗的
犯罪团伙，抓捕犯罪嫌疑人 21
名，查处涉案网站 87个，获取诈
骗受害人信息8000余条。

近年来，个别地区和学校的
招生部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还一
度被一些个人和机构提前抢注，
假冒、仿冒高校或官方招生机构
和学校网站、公众号编造散布虚
假信息，迷惑考生和家长，严重
扰乱考试招生秩序。这些山寨、
高仿微信公众号的背后，甚至形
成了一套产业链，他们通过发布
虚假招生政策等博取关注，再售
卖虚假答案、高额培训课程等牟
取暴利。

近年来，教育部门专门开展
“高考护航行动”，会同相关部门
集中开展“清理互联网涉考违规
违法公众账号”“点亮权威考试招

生机构官网标识”等专项行动，
帮助考生全面准确了解招生政
策，避免上当受骗。广大考生网
上查询高校招生信息时，也请认
准“官网”标识，谨防山寨账号
或网站骗局。

填志愿
内部指标机动指标都是假的

高考成绩出来了，如何填报
志愿，又成了头等大事。

有焦虑，就有骗子施展的空
间，各类“补录”“内部指标”

“点招”骗局层出不穷。一些不法
分子往往利用家长望子成龙、盼
女成凤的心态，通过伪造文件、
私刻印章、设立报名处和咨询电
话等方式，假冒高校招生人员、
校领导亲戚等，谎称手中掌握高
校“内部指标”“机动指标”“定
向招生计划”等，号称可以用二
本的成绩上重点，一本的成绩上
名校，许多家长经不住诱惑，掏
出半生积蓄，希望为孩子谋一个
好前程。

甚至还有的教育机构“挂羊
头，卖狗肉”，冒充名校招生。据
公开报道，山东便有家长为了孩
子的前程，不惜重金托人疏通关
系，让孩子圆大学梦，然而毕业
时才发现，孩子就读的根本不是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院校，而是成
教预备班。家长报案后，虽然警
方将骗子绳之以法，但是孩子却
损失了4年青春。

高校招生录取有严格的工作
流程，高校招生计划一般由省级
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向社会公布。
未经有关省 （区、市） 公布的招
生计划一律不得安排招生。高校
在招生省份未完成的招生计划，
须通过公开征集志愿录取。高考
录取过程中不存在所谓的“内部
指标”。考生及家长要高度警惕此
类“花钱能买大学名额”的诈骗
信息，应从正规渠道了解、确认
考试招生政策和信息，切勿轻信
蛊惑，以致上当受骗。

高考前后，这些诈骗套路须警惕

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后，
除了焦急地等待成绩外，大部
分考生和家长要过的另一关就
是选择心仪的专业和学校。前
不久，教育部公布今年新增 37
个本科专业，进一步丰富了本
科专业“菜单”。其中，工学类
新增专业数量最多，为 14个，
占比37.8%。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需要
高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加强
对这类人才的培养成为一种趋
势。”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杨
国强说。而这些新增专业也恰
恰是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紧缺的专业。

今年新增的 37个本科专业
涉及 43所高校，涵盖法学、教
育学、历史学、理学、工学、
农学、医学、管理学、医学九
大门类。

实际上，在“双一流”与
应用型大学建设背景下，各级
各类高校也自发掀起学科专业
市场化改革热潮，而工学类新

增专业“一枝独秀”，在新增专
业总量中占比最高，但这并非
首次出现。

江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田贤鹏长期从事学科专业布局
与调整研究。他对这一现象并
不觉得奇怪。“这种调整回应了
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需要，以
芯片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等领
域急需高水平的工学类专业人
才支撑，新增工学类专业体现
了国家的战略需求。”

不过，他同时指出，受实
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工学类专
业近年来的报考热度不断上
升，呈现出较好的市场预期。

“不要过于盲目，学生要根
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来选择专
业。”杨国强建议。在他看来，
因为喜欢，所以学习起来会更
加轻松些。“特别是现在大学毕
业后生活上基本没有问题，个
人的兴趣和国家未来的需求在
选择专业时更加重要。”

高考志愿填报日益丰富

新增37个本科专业

6月 9日凌晨，教育部通报
湖北省某高考考生考中作弊事
件有关情况，通报内容如下：6
月7日湖北省某高考考生手机作
弊事件，为考生开考后用手机
拍照发送考题，系考中个人作
弊，不存在考前泄题。

教育部第一时间责成湖北
省立即开展调查，严肃处理。
经查，该考生在进入考场接受
安检时，将手机藏于手拿的薄
衣内，高举双手避开了安检，
违规将手机带入考场。考中将
手机藏于草稿纸下拍题，于开
考 46分发至某培训机构寻求答
案（未获）。考生已承认作弊行
为。目前，该生已被取消所有

成绩，并将按《国家教育考试
违规处理办法》等规定严肃处
理，以儆效尤。同时，撤换监
考人员，加强监考力量，涉事
监考人员已由纪检监察机关进
一步调查。

教育部再次向各地提出要
求，进一步加强后续考试的考
场监管，严肃考风考纪。同时
要求湖北省招生委员会组织教
育、公安、纪检监察、无线电
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进一步
对作弊考生、涉该考点的失职
失责人员和相关机构进行全方
面、全过程、全链条彻查，依
法依规严惩严处，坚决维护高
考的公平公正。

教育部通报

湖北省某高考考生
考中作弊事件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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