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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阳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朝教发〔2022〕3 号

关于做好 2022 年朝阳市区普通高中

招生工作的通知

双塔区、龙城区教育局，市直各中学：

根据《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

工作的通知》（辽教通〔2022〕52 号）和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朝

教发〔2022〕2 号），结合我市城区实际，现就做好 2022 年市区

普通高中招生工作通知如下。

一、招生计划

（一）市一高中、二高中招生计划。两所学校面向市区分别

招收普通学生 950 人，合计招收普通学生 1900 人。其中择优生

占招生总人数的 10%，共 190 人；其余为定向到各初中的定向生，

占招生总人数的 90%，共 1710 人。除了面向市区招收的普通学

生外，一高中、二高中每校面向市区招收 35 名体育特长生。

（二）市四高中招生计划。市四高中面向市区招收普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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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人。其中择优生占招生总人数的 10%，共 90 人；其余为定向

到各初中的定向生，占招生总人数的 90%，共 810 人。除了面向

市区招收的普通学生外，四高中面向市区招收 20 名体育特长生、

70 名艺术生（其中：美术 50 人、音乐 20 人）。合计招生 990 人。

（三）市三高中招生计划。市三高中面向市区招收普通学生

430 人，特长生 70 人（其中：体育特长生 40 人、音乐特长生 15

人、美术特长生 15 人），合计招生 500 人。

（四）市艺术高中招生计划。市艺术高中面向市区招收普通

学生 100 人，特长生 100 人（其中：美术 50 人、音乐 20 人、体

育 30 人），合计招生 200 人。

（五）民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朝阳市英德学校 500 人，其

中：本考区招收普通生 435 人、特长生 40 人（体育特长生 20 人、

音乐特长生 10 人、美术特长生 10 人），面向全市招生计划 25 人；

朝阳市富民学校 750 人，其中：本考区招收普通生 665 人、特长

生 60 人（体育特长生 40 人、音乐特长生 10 人、美术特长生 10

人），面向全市招生计划 25 人；朝阳一尺和育英高级中学 750 人，

其中：本考区招收普通生 635 人、特长生 80 人（体育特长生 30

人、音乐特长生 25 人、美术特长生 25 人），面向全市招生计划

35 人。

各高中只面向本考区的考生招收特长生。

二、示范性高中定向招生范围及名额分配办法

（一）定向生招生范围：市教育局直属公办初中（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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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直初中）和双塔区、龙城区所属公办初中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民办初中英德学校、富民学校、华清学校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往届初中毕业生、局直初中未取得市教育局建立文本学籍的

学生、局直初中以外转入的学生、民办初中未取得市教育局（或

属地教育局）建立文本学籍的转入学生和取得文本学籍但在报考

前不具备双塔和龙城两区户口的应届毕业生，不在定向招生范围。

（二）定向招生资格的认定。局直初中、民办初中由市教育

局负责定向招生待遇认定。局直初中由市教育局建立文本学籍的

应届初中毕业生享受定向招生待遇（含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民

办初中由市教育局或属地教育局起始建立文本学籍备案的，并在

报考前具备双塔、龙城两区户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享受定向待遇；

不具备两区户籍的应届毕业生可以在市区考区报名参加中考，也

可以回户籍地参加中考；在市区考区参加中考的不享受省示范性

高中招生的定向待遇，在市区考区市三高中、市艺术高中和民办

高中录取时与其他考生待遇相同。双塔区和龙城区所属公办初中

享受定向招生待遇的考生分别由两区教育局认定。

（三）享受定向降分待遇规定。市七中、八中、九中、向阳

学校和双塔区、龙城区所辖公办初中应届毕业生，具备以下条件

可享受定向降分待遇：取得上述学校和两区教育局起始建立文本

学籍备案的且连续三年在该校和两区学校就读的应届初中毕业

生（含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四）定向招生数额分配办法。局直初中以 2019 年七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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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学时市教育局下达的招生计划数、实际招生人数、实际参

加中考人数的平均数为基数；双塔区、龙城区所属公办初中定向

招生以区为单位实际参加中考享受定向的人数为基数；英德学校、

富民学校、华清学校以实际参加中考享受定向的人数为基数。依

据市区各报考单位参与定向招生的基数，将市一高中、二高中和

四高中定向招生的人数按比例分配到每个报考单位，分单位录取。

三、示范性高中志愿填报办法

示范性高中招生分 A、B 两个志愿，A 志愿先录取，B 志愿后

录取，A、B 志愿可以兼报。

（一）示范性高中 A 志愿即市一高、二高捆绑志愿。凡志愿

录取到一高中、二高中两所省示范性高中的考生，必须在采集信

息“示范性高中 A 志愿”对应栏中填写志愿 “是”，该志愿未填

报“是”的，一高中、二高中将不予录取。否的空着不填。

考生民族是蒙古族的，在高中读书期间要学蒙语的蒙古族双

语生，填报示范性高中 A 志愿需要同步填报两个志愿：即在“示

范性高中 A 志愿”栏中填写“是”，同时还要在“学蒙语”对应

栏中填报志愿“是”；民族是蒙古族的考生，高中期间不想学蒙

语的，本志愿空着不填。凡填报该志愿的蒙古族双语生，如果进

入示范性高中 A 志愿录取的平分学苗范围，将被定向录取到二高

中蒙生班；不想录取到二高中，也不想学蒙语的蒙古族考生慎重

填报本志愿信息。

（二）示范性高中 B 志愿，即四高中志愿。凡志愿录取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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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考生，必须在采集信息“示范性高中 B 志愿”对应栏中填

写志愿 “是”，该志愿未填报“是”的，四高中将不予录取；否

的空着不填。

考生不想被首批次示范性高中录取的，志愿被后批次一般高

中或综合民办高中录取的，请慎重填报示范性高中 A、B 志愿信

息。

四、考生名次排列办法

按中考成绩，总分高者名次排列在前。总分并列者，按语文、

数学、英语总分，高者列前；继续并列，按语文、数学、英语、

理综总分，高者列前；继续并列，按语文、数学总分，高者列前；

继续并列，按语文分数，高者列前。

五、市一高中、二高中招生录取办法

（一）择优生录取办法。按照市区中考成绩和考生名次排列

办法排序，在有示范性高中 A 志愿的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排列，

依次划定一高中、二高中的择优生共 190 人并录取。

（二）定向生录取办法。根据分配给各报考单位的定向招生

指标，按考生中考成绩排序，在本报考单位内从高分到低分依次

录取定向生，在规定的分数范围之内，录到指标用完为止。如果

在规定的分数范围内，该单位指标没有用完，由市教育局收回，

转为面向市区所有报考单位统一择优录取。享受定向降分待遇的

学校的分数范围为：定向招生分数与择优生最低录取分数线的最

大分差为 130 分；其它学校初中毕业生享受定向待遇的分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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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定向招生分数与择优生最低录取分数线的最大分差为 100 分。

在以上分差内一高中、二高中定向招生若不能录满，按考生中考

成绩，在市区所有报考单位享受定向待遇的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

依次录取，录满为止。若定向生计划在 100 分和 130 分的最大分

差内不能录满计划，定向生的录取分差将以 5 分为单位向下放开，

即享受定向降分待遇的学校的分数范围为：定向招生分数与择优

生最低录取分数线的最大分差为 135 分；其它学校初中毕业生享

受定向待遇的分数范围为：定向招生分数与择优生最低录取分数

线的最大分差为 105 分。放开 5 分，依然不能录满定向生计划，

放开分值继续以 5 分为单位向下放开，直至定向生按计划录满为

止。

（三）市一高中、二高中平分学苗办法

1.确定抽签顺序。一高中、二高中两所学校先抽取抽签顺序

号，确定抽签的先后顺序。

2.确定学校组别序号。按已经确定的抽取顺序号，两所高中

再抽取本校的组别号。

3.依据组别号，由电脑按设定程序蛇形排列分出两组考生直

接对应录取到两所高中。已经公示进入示范性高中 A 段平分学苗

的 1900 名考生（含蒙生），按中考成绩由高到低顺序蛇形排列轮

次录取。例如：二高中抽取组别序号为 1，一高中抽取组别序号

为 2，则二高中选取按中考成绩排名为 1、4、5、8、9……的学

生；一高中选取按中考成绩排名为 2、3、6、7、10……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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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所学校只有二高中设蒙生班，遇蒙生直接定向录取到二高

中。操作过程为：如二高中抽到蒙生，则顺序不变，继续进行。

如一高中抽到 1 名蒙生，则二高中本轮轮空一次；如一高中连续

抽到 2 名蒙生，则二高中连续按轮次轮空两次；如一高中连续抽

到 3 名或 3 名以上蒙生，则一高中、二高中按上述方法依次向下

顺延录取，计划录满为止。

六、市四高中招生录取办法

示范性高中 A 志愿即一高中、二高中 1900 名普通生录取完

成后，开始示范性高中 B 志愿即四高中录取。

（一）择优生录取办法。按照中考成绩和考生名次排列办法

排序，在有示范性高中 B 志愿的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排列，依次

划定四高的择优生共 90 人并录取。

（二）定向生录取办法。根据分配给各报考单位的定向招生

指标，按考生中考成绩排序，在本报考单位内从高分到低分依次

录取，在规定的分数范围之内，录到指标用完为止。如果在规定

的分数范围内，该单位指标没有用完，由市教育局收回，转为面

向市区所有报考单位统一择优录取。享受定向降分待遇的学校的

分数范围为：定向招生分数与择优生最低录取分数线的最大分差

为 90 分；其它学校初中毕业生享受定向待遇的分数范围为：定

向招生分数与择优生最低录取分数线的最大分差为 60 分。在以

上分差内四高定向招生若不能录满，按考生中考成绩，在市区所

有报考单位享受定向待遇的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录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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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若定向生计划在60分和90分的最大分差内不能录满计划，

定向生的录取分差将以 5 分为单位向下放开，即享受定向降分待

遇的学校的分数范围为：定向招生分数与择优生最低录取分数线

的最大分差为 95 分；其它学校初中毕业生享受定向待遇的分数

范围为：定向招生分数与择优生最低录取分数线的最大分差为

65 分。放开 5 分，依然不能录满定向生计划，放开分值继续以 5

分为单位向下放开，直至定向生按计划录满为止。

七、市一高中、二高中、四高中体育特长生招生录取办法

体育特长生必须先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育素质测试。体育素质

测试工作由招生学校组织实施，市教育局监督实施过程。报考一

高中或二高中的体育特长生须同日参加体育素质测试，考生只能

选择一所高中报名，不能兼报，并先于四高中体育特长生录取。

报考一高中或二高中的体育特长生可以兼报四高中体育特长生，

四高中体育素质测试时间要错后于一高中和二高中的体育素质

测试时间。体育素质测试后，由学校分项目按体育素质测试成绩

由高到低排序并公示。中考成绩发布后，市教育局将以市区考生

普通高中最低控制投档分数线减去 50 分，作为招收体育特长生

的最低控制投档分数线，分项目按招生计划在达到最低控制投档

分数线的考生中，依据体育素质测试成绩排序依次录满为止，达

不到最低控制投档分数线的考生不予录取。特长生录取未完成计

划的，不予补录。已被特长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续录取。

具体测试工作参照《关于做好市直属普通高中招收特长生专业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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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工作的通知》(朝教〔2016〕135 号)执行。三所学校的具体招

生方案于6月24日前报市教育局审核通过后方可面向考生公布。

八、市四高中艺术特长生招生录取办法

报考四高中艺术特长生的考生，须先参加艺术素质特长测试。

艺术素质测试工作由学校组织实施，市教育局监督实施过程。艺

术素质测试后，由学校分项目按素质测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并公

示。学校的具体招生方案于 6 月 24 日前报市教育局审核通过后

方可面向考生公布。

音乐特长生录取办法：中考成绩发布后，市教育局将以市区

考生普通高中最低控制投档分数加 30 分后，作为四高中招收音

乐特长生的最低控制投档分数线，分项目按招生计划依据音乐素

质测试成绩排序，依次录满为止，达不到最低控制投档分数线的

考生不予录取。

美术特长生录取办法：考生报名参加美术特长测试成绩公示

后，学校向测试合格考生发放专业测试合格证。录取在有合格证

且中考成绩达到最低控制投档分数线的考生中按中考成绩从高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特长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的，不予补录。已被特长生录取的考

生，在四高中择优生、定向生中不予录取。

九、公办一般高中和综合民办高中招生录取办法

（一）特长生招生录取办法

考生于中考结束后分别到设置特长生招生计划的公办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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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和综合民办高中报名。各校的特长生测试工作由招生学校具

体组织实施。测试后，由各学校分项目按测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公示、上报。市教育局将以市区考生普通高中最低控制投档分数

线折半分数，作为各校录取体育特长生的最低控制投档分数线；

艺术类特长生最低控制投档分数线与普通生最低控制投档分数

线一致。录取特长生时，在达到最低控制投档分数线的考生中按

招生计划以特长专业测试成绩排序为依据依次录取。特长生录取

未完成计划的，不予补录，剩余的计划在后续普通生中补录。不

具备参加全市第二批次录取资格的市三高中，其特长生未录满计

划，纳入考区内普通生计划中补录；具备全市第二批次录取资格

的市艺术高中、英德学校、富民学校、一尺和育英高中特长生未

录满计划，纳入全市范围招收普通生计划中补录。如已经被特长

生录取的考生，在普通生中不予录取。测试工作要参照《关于做

好市直属普通高中招收特长生专业测试工作的通知》(朝教〔2016〕

135 号)执行。各校的具体招生方案于 6 月 24 日前报市教育局审

核通过后方可面向考生公布。

（二）普通生招生录取办法

市区示范性高中录取结束后，公办一般高中和综合民办高中

开通三次录取。第一次录取由考生学校负责向达到最低控制投档

分数线的考生征集志愿。本次录取设置四个平行志愿，考生综合

市三高中、市艺术高中、英德学校、富民学校、一尺和育英高中

5 所学校的招生计划和各高中收费情况合理选择第一、第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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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四顺序填报志愿，考生必须填满四个平行志愿，如果有不

想选择的学校，但四个志愿还未填满，可以重复选择学校填报志

愿。市教育局将依据考生中考成绩和志愿按平行志愿模式择优录

取。凡被录取考生不再参加后续录取。第二次录取同样设置四个

平行志愿，继续由考生学校向符合条件的考生征集志愿。考生按

要求可以在全市范围招生的综合民办高中选择填报志愿。市教育

局将依据考生中考成绩和志愿按平行志愿模式择优录取。凡被录

取考生不再参加后续录取。第三次录取，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根

据补录学校及计划，到市教育局报名填报志愿，录取方式与上次

相同。考生未按时限填报志愿，失去录取机会由考生本人负责。

十、关于少数民族考生加分的规定

（一）“双语生”。根据市教育局《关于在朝阳市第二初级中

学举办蒙文班的意见》（朝教发〔2007〕19 号），用汉语文授课

加授蒙语文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如果在升学考试时考“双语”（蒙

语文、汉语文），在市直高中录取时，一次性加 10 分，并计入总

成绩。

（二）照顾民族生。对未进入市一、二高中定向生录取分数

线的少数民族考生，实行限分数、限人数照顾政策，即一次性加

5 分后（蒙古族双语生不重复加分），进入考生所在学校最低录

取分数线的考生按成绩统一排序，从高分到低分取 10 人，将符

合照顾政策的考生均等分配到一高中、二高中。其他未被录取的

少数民族考生中考总成绩仍按原成绩计算。享受照顾政策考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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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办法为：将享受照顾政策的考生按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依次录取，首先将学习蒙语文的考生分配到二高中，依照排序

如果分配到二高中学习蒙语文的人数已经达到或超过享受照顾

政策的少数民族考生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则其他享受照顾政策的

考生均分配到一高中；如果分配到二高中学习蒙语文的人数达不

到享受照顾政策的少数民族考生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则在享受照

顾政策的其他少数民族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按中考分数

从高到低等额取二高中已录蒙生人数直接分配的一高中，剩余考

生按成绩由高到低蛇形排列分单双号两组，按一高中、二高中平

分学苗抽取的组别号录取到对应学校。

十一、关于初中阶段休学和往届学生减分的规定

休学的初中毕业生和往届学生在市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时中

考总成绩分别减去 10 分和 30 分后参加录取。

十二、市区普通高中录取工作安排

（一）市区考区特长生加试时间安排（7 月 1-14 日）

7 月 1-8 日，市区考区内首批录取的三所省示范性高中，按

市教育局审核通过的特长生招生方案明确的测试流程，于 7 月 5

日前完成特长生加试工作；7月 6-8日完成特长生加试成绩公示；

7 月 8 日 15:00 前将公示结果报送市教育局。

7 月 6-14 日，市区考区内二批次录取的一般和综合民办高

中，按市教育局审核通过的特长生招生方案明确的测试流程，于

7 月 10 日前完成特长生加试工作；7 月 11-13 日完成特长生加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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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公示；7 月 14 日 12:00 前将公示结果报送市教育局。特长

生只能选择一所高中加试特长，同批次特长生不兼报，兼报考生

将被取消特长生录取资格。

（二）市区考区发布中考公示成绩和考生普通高中最低控制

投档分数线（7 月 8-11 日）

依据市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和普职比例大体相当的要求，设

置市区考生普通高中最低控制投档分数线（实际录取分数线高于

或等于最低控制投档分数线，考生成绩达到最低控制投档分数线

后依据考生志愿按平行志愿模式择优录取），报经市政府同意后，

作为市区普通高中录取的重要依据。最低控制投档分数线一经设

定，线下考生不能参加全市普通高中普通生（区别于体育特长生）

的录取，兼报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以下简称五年制高职）志愿

的考生，可以参加五年制高职的后续录取；有意继续完成高中阶

段教育的考生还可以到中职学校报名入学，接受中等职业教育。

7 月 11 日 15:00，市教育局面向考生学校发布考生普通高中最低

控制投档分数线。

（三）市区普通高中录取分为三个批次完成（7 月 12-28 日）

1.第一批次考区内录取日程安排（7 月 12-19 日）

（1）市一、二、四高三所省示范性高中录取（7 月 12-14

日）

7 月 12-14 日，市教育局依据考生中考成绩、市教育局官网

公示的考生示范性高中志愿和示范性高中招生录取办法，完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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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高中录取工作，并于 7 月 14 日 10:00 在市教育局六

楼会议室组织一、二高中电脑平分学苗现场会。16:00 公布示范

性高中录取结果。一、二、四高三所省示范性高中录取结束。凡

被示范性高中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续录取。有意参加一般综

合民办高中录取的考生，请慎重选择填报示范性高中录取志愿。

（2）市区考区一般高中蒙古族双语生录取（7 月 15-16 日）

7 月 15 日 8:30-16:00，市区未被市二高中录取、中考分数

达到最低控制投档分数线且有意在朝阳县蒙古族中学继续学习

本民族语言的蒙古族双语生，到市教育局报名。2022 年朝阳县

蒙古族中学在城区计划录取 100 名蒙古族双语生。7 月 16 日

10:00，完成朝阳县蒙古族中学双语生录取并公示录取结果。凡

被录取考生，不再参加后续录取。未被录取考生回到毕业学校填

报后续高中志愿。

（3）市区考区一般高中和综合民办高中录取（7 月 16-19

日）

7 月 16-17 日每天的 8:30-17:00，未被示范性高中录取的、

未被朝阳县蒙古族中学录取的双语生，并且中考成绩达到最低控

制投档分数线的考生到毕业学校报名填报志愿。本次面向考区内

招收普通生的高中及计划数为：市三高 430 人、市艺术高中 100

人、英德学校 435 人、富民学校 665 人、一尺和育英高中 635 人。

录取设置四个平行志愿，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综合以上 5 所学校

的招生计划和收费情况，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顺序选择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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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志愿，市教育局将依据考生中考成绩和志愿按平行志愿模式择

优录取。考生必须填满四个平行志愿，如果有不想选择的学校，

但四个志愿还未填满，可以重复选择学校填报志愿。

7 月 18-19 日，市教育局完成公办一般高中和综合民办高中

本考区设置计划的录取。7 月 19 日 15:00 市高中阶段教育统一

录取平台和考生学校向考生公布考区内录取结果，考区内录取结

束。凡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续录取。

2.第二批次全市范围录取日程安排（7 月 20-25 日）

7 月 20 日 15:00 市高中阶段教育统一录取平台公布全市第

一批次录取结果；同时公布全市第二批次招生学校及招生计划。

7 月 21-22 日，考生毕业学校面向考生征集第二批次录取志

愿。依据公布的招生学校及计划，考生须于 7 月 21-22 日每天的

8:30-17：00 到考生毕业学校报名。报名条件：未被市区考区各

批次录取的考生且中考分数达到市区考区最低控制投档分数线。

本批次继续设置四个平行志愿，考生可在公布的符合填报要求的

学校中选择填报志愿，全市高中阶段教育统一录取平台按中考成

绩和考生填报志愿按平行志愿模式择优录取。考生必须填满四个

平行志愿，如果有不想选择的学校，但四个志愿还未填满，可以

重复选择学校填报志愿。

7 月 25-26 日，市普通高中教育统一录取平台完成第二批次

在全市设置招生计划的综合民办高中的录取工作。

7 月 26 日 15：00，市普通高中教育统一录取平台公布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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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次录取结果和第三批次补录学校及补录计划。全市第二批

次录取结束。凡被第二批次录取考生不再参加第三批次补录。

3.第三批次全市范围补录日程安排（7 月 27-28 日）

7 月 27 日 8:30-17：00，由市教育局组织考生征集第三批次

补录志愿，考生到市教育局报名。报名条件和录取方式与第二批

次相同。

7 月 28 日，市高中阶段教育统一录取平台完成第三批次普

通高中补录工作，并于 15:00 公布录取结果。全市普通高中录取

结束。

十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统筹协调。市教育局成立市区普通高中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巨海燕 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刘文光 市教育局副局长

胡玉山 市教育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徐红阳 市教师进修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成 员:吴开斌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民族教育科）科长

王新强 市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

倪化春 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宋志涛 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张祥歌 市教育局体卫艺科科长

刘长俞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民族教育科）副科长



- 17 -

魏显彦 双塔区教育局副局长

张 鹏 龙城区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民族教育科），

办公室主任由吴开斌兼任。

各学校要加强对招生考试工作的领导，建立校长负责制，明

确责任分工，并抓好落实，保证招生考试工作有序进行。

（二）坚持原则，规范操作。各地各校要按照市教育局的统

一部署，扎扎实实地做好考试报名和招生录取工作，确保招生考

试工作公正、公平地顺利进行。

（三）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各地各校要正确理解和掌握各

项招生考试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向广大学生、家长及社会做好政

策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朝阳市教育局

2022 年 5 月 2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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