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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市 教 育 招 生 考 试 中 心

中招办〔2018〕10号

关于做好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
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镇区文体教育局（教育事务指导中心），市直属初中学校：

为做好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以下

简称“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

中山市 2018 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工作具体

时间安排为： 3月 8-9日为补充采集阶段，3月 12日为系统

发放准考证号阶段，3月 13-15日为考生网上预报名阶段，3

月 16-20日为考生签名确认及报名点（即初中毕业学校，以

下称“报名点”）审核阶段。社会考生的报名时间安排在 3月

19-20日。

二、学业水平考试报名组织工作

（一）补充信息采集

3月 8-9日，各镇区组织初中学校对 12月份未参加身份



2

信息采集的考生进行补充采集，具体要求按《关于做好 2018

年中山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准备工作的通知》（中招办

〔2017〕135号）执行。

（二）报名方式及手续

1. 本市学籍应届初中毕业生

具有我市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在毕业学校集体办理

报名手续。

（1）发放准考证号。全市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继

续实行网上报名。考生参加身份信息采集后，中考业务管理

系统将于 3 月 12 日统一自动放号，生成准考证号和初始密

码。由所在毕业学校统一发放准考证号、初始密码及有关报

名资料给学生。

（2）网上预报名。3月 13-15日，考生凭市教育招生考

试中心统一下发的准考证号和初始密码登录中山市中考业

务管理系统，填写考生个人报名信息。考生可自行在家里上

网报名，也可在学校集中上网报名。报名时考生必须妥善保

管好自己的登录密码，再进入报名页面确认本人的姓名、性

别、民族、户籍、相片等基本信息，确认基本信息无误后，

录入个人的联系方式和体育考试选考项目等有关信息。

凡申报体育免考、择考的考生先按正常考生的身份选择

体育考试项目，待审核通过以后再修改体育考试项目。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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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初二地理、生物考试的考生或对原初二地生成绩不满意

的考生可勾选补报，补报的科目将直接导入地生系统。如已

在外省、市初中读书期间取得的初中地理、生物考试成绩的，

可办理成绩转移手续，办理方式详见初二地理生物学业水平

考试报名文件。

由于因考生成绩、录取结果将采用短信方式或邮寄的形

式通知考生，所以考生填报个人信息时必须准确填写家庭具

体住址、邮政编码、家长移动电话号码等，建议家长在高中

学校招生录取结束前不要更换移动电话号码。

（3）学校审核。3月 16－20日，考生网上预报名校对

无误后，报考点审核确认通过考生报名。报名点打印《报名

信息校对表》给考生核对，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对表中各项内

容逐一核对。最后，报名点要认真核对本校学生有无漏报、

重复报名。

（4）签名确认。3月 16－20日，班主任核实考生报名

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后，报名点通过系统打印《报名登记

表》（样式见附件 3）给考生和班主任共同签名确认。《报名

登记表》一经签名确认，有关报名信息不得再更改。该表由

报名点负责保存，并作为考生纸质档案材料之一存档。

（5）缴费。应届毕业生的考试费由初中学校统一收取。

2. 社会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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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考生类别。①具有中山市户籍的往届初中毕

业生；②具有中山户籍在外地就读且要求回中山市升学的应

届初中毕业生。

（2）报名时间及地址。3月 19-20日，社会考生在市教

育招生考试中心（地址：东区博爱六路 12 号人才发展研究

中心一楼办证大厅，联系电话：89989285）办理身份信息采

集、报名手续。

（3）报名资料。社会考生要带齐本人身份证和户口簿

原件、复印件。在外地就读的中山市户籍考生，要提供所就

读学校及当地县区级以上教育局学籍管理部门盖章的应届

初中毕业生学籍证明，学籍号以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

系统为准。往届生需要提交九年义务教育证书或初中毕业证

书原件和复印件。

（4）工作人员审核考生资格后，现场派号。考生可在

现场完成网上预报名、现场确认等环节。

（5）现场报名确认后，需刷卡缴交考试费 90元。

（6）在外省、市初中读书期间取得的初中地理、生物

考试成绩需转入中山认定的，须提交由初中学校所在县（市）

级以上考试组织单位开具的成绩证明。证明上须注明学生姓

名、身份证号码及卷面满分分值等信息。没有参加过初中阶

段地理、生物考试的社会考生，可现场报考地理、生物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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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费为 20元（10元/科）。

（三）落实不报考考生名单

凡不参加信息采集或参加信息采集后不报考的学生，初

中学校跟踪确认后，上报镇区文体教育局（教育事务指导中

心）存档备案。各镇区汇总中山户籍不报考（含不采集）名

单，盖章后于 3月 19-20日报送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三、资格审查工作

（一）加强对政策性照顾借读生和录取照顾政策考生的

资格审查

申报各类政策性照顾的考生要办理好相关证明（具体要

求详见 2018年中考工作意见文件），3月 15日前向报名点提

交有关证明材料。学校在中考业务管理平台中录入相关信

息，将考生的申报材料及汇总名册（须通过系统打印）送至

镇区文体教育局（教育事务指导中心）审核，3月 20日前送

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审核。

（二）加强对指标生分配录取的宣传、审核及公示工作

各镇区要组织各初中学校做好指标生分配录取的宣传

工作，向广大家长详细解释并严格执行有关政策。5月下旬，

凡符合指标生条件的所有考生名单直接由中考业务系统导

出，各初中再次核对无误后，打印符合 2018年指标生资格

考生名单并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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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区、学校要认真做好各类考生的资格审查工作，凡

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一律取消报名资格。对弄虚作假者，

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取消报名、录取资格，并追究相关人

员责任。

四、考生档案

各初中学校要建立考生个人档案，包括电子档案和纸质

档案。考生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信息应一致，电子档案是考

生录取的重要依据，因此必须全面、真实、完整。考生电子

档案内容包括考生报考基本信息（含相片）、志愿信息、成

绩信息、综合素质评价等级、身体健康检查信息以及考生的

学业成绩等。各报名点要抽调足够人力在 5 月 30 日前完成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检信息及学业成绩（含考核科目等级）

的录入及校对工作。电子档案一经确认，任何人不得擅自更

改，如因漏入、错入而影响考生录取的，将追究相关人员责

任。

考生纸质档案必须在 7月 8日前由各毕业学校统一对档

案进行封口并加盖毕业学校公章，集中管理。考生被录取后，

凭准考证和录取通知书到原毕业学校签领纸质档案，毕业学

校须办理档案签领手续，考生个人不能私自拆封档案。考生

自行携带纸质档案到录取学校办理注册入学手续，录取学校

在新生注册时必须收齐新生未开封的纸质档案并审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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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未被录取考生的档案由原初中毕业学校保管。

考生纸质档案由必备材料和补充材料两部分组成。

1.必备材料：

（1）中山市 2018 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报名登

记表；

（2）中山市 2018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志愿表；

（3）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的户主页和考生

本人页以及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 A4纸同一页面

上；

（4）考生个人的《中山市学生健康档案》。

2.补充材料：

（1）符合招生录取照顾政策的材料；

（2）政策性照顾借读生材料（含《随迁子女资格审核

表》；

（3）报名时提交的其他纸质证明材料。

上述材料，凡属复印件的需有“原件与复印件相符”的字

样，有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五、准考证号的编排

2018 年我市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的准考证号根据

省的要求采用 14位制：由年份码（18）+地级市码（中山为

2001）+学校代码（四位）+考生流水号（四位，000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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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具体编排见附件 4。

如准考证号为 18200101010001：

18 2001 0101 0001
年份码 地级市码（中山） 学校码（中山纪念中学） 考生流水号

六、考试费用

（一）收取标准

我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有：语文、

数学、英语、英语听说考试、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和体

育共九科，根据粤价函〔2001〕213号和中价函〔2003〕10

号文件精神，2018年按 90元/考生收取考试费。各学校须于

3月 30日前携中山市财政专用缴款通知书到建行、工行、农

行的任意网点缴纳考试费。社会考生在现场报名时通过刷卡

缴纳考试费。

地理、生物科目考试报考费用为 10元/科，初三补报地

理、生物科目考试考生的费用由学校统一收取，再与初二地

生报名一起缴纳。

（二）特困学生免交考试费

特困学生免交考试费的办法按中教〔2004〕16号文执行。

请各毕业学校把符合免交费的考生名单以及有关材料（低保

证原件［必须通过 2018年年审］、复印件[加注与“原件相符”

字样，审核人签名，盖学校公章]）按附件 5要求上报。

（三）考试费缴费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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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缴费流程：首先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开具“非税缴

款通知书”，以镇区为单位领取，然后学校按规定时间凭“非

税缴款通知书”到指定银行缴费，银行开具“广东省非税收入

（电子）票据”给缴款单位。

2. 考试费上缴后一律不退。请各学校按时缴费，因过期

未缴费造成的影响，责任由学校承担。

3. 收费咨询电话：89989280，联系人：周老师。

请各镇区及时将通知转发至所辖初中学校，并认真做好

各项工作。

附件：

1. 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网上报名实

施细则

2. 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网上报名工作

流程图

3. 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报名登记表

4. 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考生准考证

号编排表

5. 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特困生免交

考试费名册表

6. 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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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表

中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2018年 3月 5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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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

网上报名实施细则

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实行网上报名，

为确保考生电子数据的准确性，现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采取互联网报名方

式。报名前各镇区文体教育局（教育事务指导中心）要预先

做好中学代码、报名点代码、报名点规模的审定确认工作。

报名点派发准考证号、初始密码给考生在网上自行录入本人

的有关信息。

第二条 考生可采取两种报名方式

1.考生登录中山招考网（网址为：zk.zsedu.cn），再通过

招考网链接进入中考业务管理系统，按系统提示自行录入有

关信息。

2.无上网条件的考生可到报名点上网报名，或填写报名

点提供的空白报名表交报名点帮助录入，报名点可即时录入

也可集中录入，但不得擅自更改考生信息。

第三条 考生阅读《承诺书》（附后），阅读完毕确认，

才可进入报名页面。集体录入的报名点（学校）自行打印给

考生阅读后签名确认。

第四条 考生进入报名页面，系统要求修改密码，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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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记住修改后的个人密码，以便查询考试成绩、填报志愿

和录取信息等操作中使用。

第五条 考生认真核对基本信息及关键信息，再自行录

入简历、家庭情况、体育考试项目等信息。在网上录入的所

有汉字信息采用简体中文，所有信息录入完整并检查无误

后，考生点击“报名确认”，确认后信息不能再更改。

第六条 考生确认报名后，应到相关的报名点办理报名

资格的审核确认手续。工作人员可根据考生提供的考生号打

印出该考生的报名信息校对表供考生校对信息。

第七条 如果申报政策性照顾借读生、录取照顾政策的

考生还须向报名点提出，并按文件要求提供相关的材料给报

名点审核，再由报名点上报镇区审批。

第八条 各中学、各报名点组织考生在网上进行报名，

帮助考生解决在网上报名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为不具备上网

条件的考生提供上网环境与便利。考生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

办理报名资格确认手续，并对自己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负责。

第九条 考生信息一经确认，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考

试与录取管理以考生签名确认的报名信息为依据。因考生本

人录入的信息错误而造成的后果，其责任由考生本人自负。

本实施细则由中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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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本人自愿参加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

现郑重承诺：

一、本人已阅读了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

考试的有关规定和纪律要求，愿意在考试中自觉遵守国家和

省市制定的有关本次考试的规定和守则，保证按规定的程序

和要求参加考试。如有违反，自愿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

理办法》和《中山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有关

条款接受处理。

二、本人坚决遵守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

考试有关报名规定，不弄虚作假，不伪造、使用假证明、假

学籍材料、假证书。如有违反，自愿按有关规定接受处理。

三、本人坚决服从考场工作人员和监考教师的管理,自觉

遵守考试纪律，考试诚实守信，不违规，不作弊。

四、本人报名时所提供的个人信息是真实、准确的，如

因个人信息错误、失真造成不良后果，责任由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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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网上报名工作流程图

各镇区组织学校核对基本数据

各报名点（学校）审核考生报考资格

各报名点（学校）打印生成的准考证号及考生登录初始密码

各报名点（学校）派发准考证号和登录初始密码

考生凭准考证号及登录初始密码登录报名网站修改初始密码

考生核对本人基本信息，并录入简历等其它信息、确认报名

打印考生《报名登记表》，考生再次核对信息，

如有误需及时向报名点提出修改申请

考生校对是否正确

考生、班主任确认签名，缴交报名费

报名结束

无误

报名

前的

准备

工作

考生

报名

确认

报名

资格

报名点（学校）打印《报名信息校对表》给考生核对

报名点（学校）协助考生办理修改信息手续

有误

报名点（学校）审核通过考生报名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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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报名登记表

报名点所在考区： 考生号： 毕业学校（报名点）：

姓名 性别 考生类别

相片
证件类别 证件号码

户籍 户口所在地

户口性质 民族 政治面貌

学籍号
本市建立学籍

时间

本校建立学籍

时间

身体状况 联系人 联系手机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主要家庭成员

姓名 关系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联系手机

本人简历

（从初中填写）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学校单位 职务

初中阶段获奖

情况

体育报考项目 考试类别 考试项目 、

录取照顾项目

借读生类型

补考科目 地理□ 生物□

考生签名 签名日期 2018年 月 日

学校（报名点）盖章、验核人签名（班主任） 验核日期 201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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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考生准考证号编排表

镇区
镇区
代码

学校
代码

学校名称 准考证号起止区间

直属学校 01

0101 中山纪念中学 18200101010001—18200101019999
0102 中山市第一中学 18200101020001—18200101029999
0103 中山市华侨中学 18200101030001—18200101039999
0104 中山市建勋中学 18200101040001—18200101049999
0105 中山市实验中学 18200101050001—18200101059999

石岐区 02
0201 启发中学 18200102010001—18200102019999
0202 石岐中学 18200102020001—18200102029999
0203 北区中学 18200102030001—18200102039999

东区 03

0301 东区松苑中学 18200103010001—18200103019999
0302 东区远洋学校 18200103020001—18200103029999
0303 东区团益学校 18200103030001—18200103039999
0304 东区艳阳学校 18200103040001—18200103049999

南区 04
0401 南区良都中学 18200104010001—18200104019999
0402 南区侨中英才学校 18200104020001—18200104029999

西区 05

0501 西区中学 18200105010001—18200105019999
0502 西区聚星学校 18200105020001—18200105029999
0503 西区广浩学校 18200105030001—18200105039999
0504 西区新长江学校 18200105040001—18200105049999

开发区 06

0601 开发区第一中学 18200106010001—18200106019999
0602 开发区第二中学 18200106020001—18200106029999
0603 开发区广外附中 18200106030001—18200106039999
0604 开发区育英学校 18200106040001—18200106049999
0605 广东省博文学校 18200106050001—18200106059999
0606 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 18200106060001—18200106069999

小榄镇 07

0701 小榄镇花城中学 18200107010001—18200107019999
0702 小榄镇华侨中学 18200107020001—18200107029999
0703 小榄镇永宁中学 18200107030001—18200107039999
0704 小榄镇菊城中学 18200107040001—18200107049999
0705 小榄镇第一中学 18200107050001—18200107059999
0706 小榄镇第二中学 18200107060001—18200107069999
0707 小榄镇福兴学校 18200107070001—18200107079999
0708 小榄镇翔鸿学校 18200107080001—18200107089999
0709 小榄镇东阳学校 18200107090001—18200107099999
0710 小榄华晖学校 18200107100001—1820010710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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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区
镇区
代码

学校
代码

学校名称 准考证号起止区间

古镇镇 08

0801 古镇镇古镇初级中学 18200108010001—18200108019999

0802 古镇镇海洲初级中学 18200108020001—18200108029999

0803 古镇镇曹步初级中学 18200108030001—18200108039999

横栏镇 09
0901 横栏中学初中部 18200109010001—18200109019999

0902 横栏镇港源四沙学校 18200109020001—18200109029999

东升镇 10

1001 东升镇东升初级中学 18200110010001—18200110019999

1002 东升镇旭日初级中学 18200110020001—18200110029999

1003 东升求实学校 18200110030001—18200110039999

1004 东升镇丽景学校 18200110040001—18200110049999

港口镇 11

1101 港口镇港口中学 18200111010001—18200111019999

1102 港口镇大南中学 18200111020001—18200111029999

1103 华师中山附属中学 18200111030001—18200111039999

沙溪镇 12

1201 沙溪镇初级中学 18200112010001—18200112019999

1202 沙溪镇溪角初级中学 18200112020001—18200112029999

1203 沙溪华强学校 18200112030001—18200112039999

大涌镇 13
1301 大涌镇卓山中学 18200113010001—18200113019999

1302 大涌镇旗风学校 18200113020001—18200113029999

黄圃镇 14

1401 黄圃镇中学 18200114010001—18200114019999

1402 黄圃镇马新中学 18200114020001—18200114029999

1403 黄圃华洋学校 18200114030001—18200114039999

南头镇 15 1501 南头镇南头初级中学 18200115010001—18200115019999

东凤镇 16

1601 东凤镇东凤中学 18200116010001—18200116019999

1602 东凤镇第二中学 18200116020001—18200116029999

1603 东凤镇穗成新徽学校 18200116030001—18200116039999

1604 东凤镇东海学校 18200116040001—18200116049999

阜沙镇 17

1701 阜沙镇阜沙中学 18200117010001—18200117019999

1702 阜沙镇牛角中学 18200117020001—18200117029999

1703 阜沙镇鹏诚学校 18200117030001—18200117039999

三角镇 18
1801 三角镇三角初级中学 18200118010001—18200118019999

1802 三角镇沙栏初级中学 18200118020001—18200118029999

民众镇 19

1901 民众镇民众中学 18200119010001—18200119019999

1902 民众镇浪网中学 18200119020001—18200119029999

1903 民众镇锦标学校 18200119030001—18200119039999

1904 民众镇联翔学校 18200119040001—1820011904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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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区
镇区
代码

学校
代码

学校名称 准考证号起止区间

南朗镇 20
2001 南朗镇云衢初中 18200120010001—18200120019999

2002 南朗旗风学校 18200120020001—18200120029999

五桂山镇 21

2101 五桂山镇五桂山学校 18200121010001—18200121019999

2102 中港英文学校 18200121020001—18200121029999

2103 五桂山镇龙泉学校 18200121030001—18200121039999

2104 五桂山镇桂南学校 18200121040001—18200121049999

三乡镇 22

2201 三乡镇初级中学 18200122010001—18200122019999

2202 三乡镇博爱初级中学 18200122020001—18200122029999

2203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 18200122030001—18200122039999

2204 三乡镇桂山君里学校 18200122040001—18200122049999

2205 三乡镇平东学校 18200122050001—18200122059999

2206 三乡南峰学校 182001122060001—18200122069999

坦洲镇 23

2301 坦洲镇坦洲中学 182001123010001—18200123019999

2302 坦洲镇实验中学 18200123020001—18200123029999

2303 坦洲镇第三初级中学 18200123030001—18200123039999

2304 坦洲镇华特雅学校 18200123040001—18200123049999

2305 坦洲镇广大汇翠学校 18200123050001—18200123059999

2306 坦洲镇明德学校 18200123060001—18200123069999

板芙镇 24

2401 板芙镇板芙中学 18200124010001—18200124019999

2402 板芙镇板芙一中 18200124020001—18200124029999

2403 板芙镇芙蓉学校 18200124030001—18200124039999

2404 板芙镇同方学校 18200124040001—18200124049999

神湾镇 25

2501 神湾镇神湾中学 18200125010001—18200125019999

2502 神湾镇神舟学校 18200125020001—18200125029999

2503 神湾镇育才学校 18200125030001—18200125039999

社会

99

9901 社会考生 18200199010001—18200199019999

特殊学校

9902 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18200199020001—18200199029999

9903 小榄博华特殊教育学校 18200199030001—18200199039999

9904 中港英文学校（本部） 18200199040001—18200199049999



19

附件 5：

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特困生免交考试费

名册表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盖章）

序号 准考证号 姓名 低保证号 学校审核 镇区审核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毕业学校初审人签名：

日期：2018年 月 日

镇区文体教育局（教育事务指导中心）
审核人签名：

（盖公章）
日期：2018年 月 日

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复核情况：

复核人签名：

日期：2018年 月 日

备注：

1. 毕业学校审核低保证原件后，在低保证复印件正面写上考生姓名和准考证号，并在

复印件正面空白处签“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签名盖公章；

2. 免交费名册于 3月 10日前交所在镇区文体教育局（教育务事指导中心）审核，经审

核无误后将本表及相关证明材料（低保证原件及复印件）于 3月 19-20日交市教育招生考试

中心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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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中山市 2018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工作日程表

时间 项目 工作内容 负责部门 参与部门

3月 9日 报名培训会 组织镇区、学校召开报名工作培训会 考试中心 镇区

3月 8-9日 考生身份信息
补充采集

为 12月份未成功采集信息的考生进行补充
采集

镇区 学校

3月 9日前
报送体育择考、免考

名单
报送身体免考、择考的材料到卫生保健所，
同时学校需在系统中录入信息。

保健所 镇区、学校

3月 12日 发放准考证号 发放准考证号码和上网密码 学校 考生

3月 13-15日 网上预报名 考生登录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录入报名信息 学校 考生

3月 15-20日 政策照顾录入
收集并录入政策性借读生和政策照顾录取
考生资料

镇区 学校

3月 15-30日 体育择考、免考
现场审查

组织身因身体原因申请免考、择考的考生进
行现场审查

保健所 镇区、学校

3月 16日前
报送体育获奖免考

材料
学校将体育获奖免考证明材料报送体卫艺
科进行审查

体育与卫生

艺术科
镇区、学校

3月 16-20日 报名审核 审核考生报名信息 学校

3月 16-20日 报名确认
打印报名登记表 学校 考生

考生核对信息，签名确认 学校 考生

3月 19-20日
上报不报考考生 报送中山市户籍不报考学生名单及原因 考试中心 镇区

特困生申报 报送特困生材料 考试中心 镇区

3月 19-20日 社会考生报名 社会考生现场报名 考试中心 社会考生

3月 20日前 政策照顾审核 报送政策性借读生和录取照顾政策材料 考试中心 镇区

3月 21日下午 数据封存 关闭系统 考试中心

3月 30日前 缴费 学校收齐考试费上缴考试中心 镇区 学校、考生

4月中旬 政策照顾公示 公示符合政策性照顾的考生名单 考试中心 镇区、学校

5月 21-22日 考生信息修改 报送考生户籍等信息修改申请及材料 考试中心 考生

5月 30日前
完成考生
电子档案

录入体检信息、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学业成
绩、考核科目等级

考试中心 学校

5月下旬
指标生资格

公示
学校做好指标生宣传工作、考试中心对符合
条件的名单进行公示并将数据导入系统

考试中心 镇区、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