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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考院〔2022〕95 号

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关于我区 2022 年普通高校
招生录取批次设置及志愿填报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招生考试院（考试中心、招生办），

各高等学校：

现将我区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批次设置及志愿填报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批次、志愿和科类设置

（一）批次设置。

我区 2022 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共设置 10 个批次。其中，

本科层次设置 8 个批次：本科提前批、专项计划批、特殊类型

招生批、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一批预科批、本科第二批、本科

第二批预科 A 类、本科第二批预科 B 类。高职高专层次设置 2

个批次：高职高专提前批、高职高专普通批。

（二）志愿设置。

我区 2022 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设置分为单志愿、平行志愿

和顺序志愿三种模式。

1.单志愿。设置 1 个院校志愿，6 个专业志愿和 1 个“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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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校内专业调剂”选项。

2.平行志愿。设置 10 个院校志愿，均为第一志愿，每个院

校志愿设置 6 个专业志愿和 1 个“是否服从校内专业调剂”选

项。其中，区内院校在“是否服从校内专业调剂”选项中再分

为三种选项：一是全部服从，即在所填专业无法满足时，同意

被调剂到该院校的所有其他专业；二是部分服从，最多服从 10

个专业，即同意被调剂到所选择的该院校的其他专业；三是不

服从，即除所填报的专业外，不同意被调剂到该院校的其他专

业。

3.顺序志愿。顺序志愿设置 2 个院校志愿，有先后顺序，

表述为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每个院校志愿设置 6 个专业志愿

和 1 个“是否服从校内专业调剂”选项。

（三）科类设置。

共设置 19 个科类：文史类、理工类、艺术文类、艺术理类、

文史+美术类、理工+美术类、文史+书法类、理工+书法类、文

史+音乐类、理工+音乐类、文史+舞蹈类、理工+舞蹈类、文史+

播音主持类、理工+播音主持类、文史+广播影视编导类、理工+

广播影视编导类、文史+航空服务类、理工+航空服务类、体育

类。

其中艺术文类、艺术理类对应使用艺术校考成绩投档的专

业；文史+美术类、理工+美术类、文史+书法类、理工+书法类、

文史+音乐类、理工+音乐类、文史+舞蹈类、理工+舞蹈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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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播音主持类、理工+播音主持类、文史+广播影视编导类、理

工+广播影视编导类、文史+航空服务类、理工+航空服务类对应

使用全区艺术统考成绩投档的专业。

二、批次对应的专业、科类和志愿模式

（一）本科提前批。

安排空军招飞、艺术、体育及其他特殊类的本科专业。该

批次分为 6 个小批次：空军招飞类、艺术类本科第一批（以下

简称艺本一批）、艺术类本科第二批（以下简称艺本二批）、艺

术类本科第三批（以下简称艺本三批）、体育类、其他类。具体

如下：

1.空军招飞类安排招收空军飞行员的本科专业。

对应科类为文史类和理工类。实行单志愿模式。

2.艺本一批安排可不做分省计划的艺术类本科专业。

对应科类为艺术文类、艺术理类、文史+美术类、理工+美

术类、文史+书法类、理工+书法类、文史+音乐类、理工+音乐

类、文史+舞蹈类、理工+舞蹈类、文史+播音主持类、理工+播

音主持类、文史+广播影视编导类、理工+广播影视编导类、文

史+航空服务类、理工+航空服务类。实行单志愿模式。

下列院校的艺术类专业可不做分省计划：

①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

②参照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招生的清华大学等院校；

③可不做分省计划的中央部门所属院校以及经批准在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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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录取的院校。

3.艺本二批安排使用我区艺术统考成绩录取的艺术类本科

专业。

对应科类为文史+美术类、理工+美术类、文史+书法类、理

工+书法类、文史+音乐类、理工+音乐类、文史+舞蹈类、理工+

舞蹈类、文史+播音主持类、理工+播音主持类、文史+广播影视

编导类、理工+广播影视编导类、文史+航空服务类、理工+航空

服务类。实行平行志愿模式。

4.艺本三批安排除艺本一批院校外，其他使用艺术校考成

绩录取的艺术类本科专业。

对应科类为艺术文类、艺术理类。实行单志愿模式。

5.体育类安排使用我区体育统考成绩录取的体育类本科专业。

对应科类为体育类。实行平行志愿模式。

6.其他类安排军事、公安、消防、民航招飞、农村订单定

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划、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乡

镇农技人员定向培养计划等特殊类型以及经批准在该批次录取

的本科专业。

对应科类为文史类和理工类。实行单志愿模式。

（二）专项计划批。

安排国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的招生专业。对应科类

为文史类和理工类。实行平行志愿模式。

（三）特殊类型招生批。



—5—

安排高校专项计划、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等三项

特殊类型的招生专业。对应科类为文史类和理工类。实行单志

愿模式。

（四）本科第一批。

安排教育部直属高校和经批准在该批次录取的本科专业。

对应科类为文史类和理工类。实行平行志愿模式。

（五）本科第一批预科批。

安排教育部直属高校和经批准在第一批预科批录取的院校

的少数民族预科班。对应科类为文史类和理工类。实行平行志

愿模式。

（六）本科第二批。

安排除上述批次外的本科专业以及精准专项计划专业。对

应科类为文史类和理工类。实行平行志愿模式。

（七）本科第二批预科 A 类。

安排区内院校的免费少数民族预科班。对应科类为文史类

和理工类。实行顺序志愿模式。

（八）本科第二批预科 B 类。

安排除本科第一批少数民族预科和区属院校免费少数民族

预科之外的少数民族预科班以及边防军人子女预科班。对应科

类为文史类和理工类。实行平行志愿模式。

（九）高职高专提前批。

安排艺术、体育及其他特殊类的高职高专专业。该批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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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 个小批次：定向类、艺术类、体育类、其他类。具体如下：

1.定向类安排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划、小学壮

汉双语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

乡镇农技人员定向培养计划和基层水利人才定向培养需求计划

的高职高专专业。

对应科类为文史类和理工类。实行单志愿模式。

2.艺术类安排使用我区艺术统考成绩录取的艺术类高职高

专专业。

对应科类为文史+美术类、理工+美术类、文史+书法类、理

工+书法类、文史+音乐类、理工+音乐类、文史+舞蹈类、理工+

舞蹈类、文史+播音主持类、理工+播音主持类、文史+广播影视

编导类、理工+广播影视编导类、文史+航空服务类、理工+航空

服务类。实行平行志愿模式。

3.体育类安排使用我区体育统考成绩录取的体育类高职高

专专业。

对应科类为体育类。实行平行志愿模式。

4.其他类安排军事、公安、航海等特殊类型以及经批准在

该批次录取的高职高专专业。

对应科类为文史类和理工类。实行单志愿模式。

（十）高职高专普通批。

安排高职高专提前批以外的高职高专专业以及精准专项计

划的高职高专专业。对应科类为文史类和理工类。实行平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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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模式。

三、志愿填报时间安排

本科提前批、高职高专提前批志愿填报时间：2022 年 6 月

24 日 10:00 至 6 月 28 日 10:00。

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时间：2022 年 6 月 28 日 15:00 至 7 月 2

日 10:00。

部分批次将预留征集志愿时间，并根据录取时计划完成情

况确定是否征集志愿。各批次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将在“广西

招生考试院”网站（https://www.gxeea.cn/，下同）公布。

请各市、县招生考试机构提醒考生、中学要特别注意，志

愿一经“锁定”或志愿填报时间截止，考生本人及任何其他单

位或个人均不能更改、补填，请考生务必慎重操作、按时填报。

四、志愿填报方式和流程

（一）填报方式。

网上填报。考生可登录“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点击“志

愿填报”栏目，在“2022 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系统”（以下

简称志愿填报系统）中进行填报。

（二）填报流程。

第一步：登录。

首次登录：考生凭报名号和初始密码（即登录高考报名系

统密码）进入系统，并根据提示补充个人信息、修改初始密码、

设置密保问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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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首次登录：在志愿填报系统首页填写报名号和修改后的

登录密码进入系统。

第二步：填写。

进入填报页面。选择对应批次、填写院校志愿和专业志愿、

选择是否服从院校调剂。其中填报艺本二批和高职高专提前批

艺术类的考生须先选择对应的科类，再填写院校志愿和专业志

愿、选择是否服从院校调剂。

第三步：保存。

考生填写志愿信息后，须点击“提交保存”确认志愿生效。

“提交保存”在页面顶端和尾端均有显示，点击其中任意一个

均可。特别提醒考生：未先点击“提交保存”进行保存操作而

直接进行锁定志愿操作的，将无法保存当次所修改或填报的志

愿信息。

第四步：核对。

考生保存志愿信息后，可点击“浏览考生志愿”仔细核对

志愿信息。在进行锁定考生志愿操作前，考生可在填报时间内

反复修改志愿。

第五步：锁定。

考生在确定自己的志愿信息后（建议先退出志愿填报系统，

重新登录再次核对志愿信息），可点击“锁定考生志愿”并输入

密保问题答案，对当轮次所能填报的所有批次的志愿进行一次

性确认，以杜绝他人篡改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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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前系统会统计当轮次所填报的所有批次的志愿数，供

考生再次核对，志愿一经“锁定”，考生本人及任何其他单位或

个人均不能再修改。考生如逾期不进行“锁定”，其志愿信息以

网上志愿填报工作截止时保存的信息为准。

第六步：退出。

点击 “退出当前系统”并关闭所有填报志愿期间打开的窗

口，以免他人进行不利于考生本人的修改和信息收集。

（三）填报系统的其他功能。

1.遗忘密码。

考生如遗忘密码或密码被他人修改，需重新设置密码。可

在首页点击“忘记密码”，通过使用绑定的手机号码接收验证

码的方式在网站上进行更改。

2.修改登录密码或密保问题。

如考生在填报过程中需要更改密码或密保问题，可在进入

系统后点击“更改登录密码”或“重置密保问题”， 通过绑定

的手机号码接收验证码的方式在网站上进行更改。

3.修改绑定手机号码。

绑定手机号码为考生参加高考报名时，接收验证码确认的

手机号码。考生在志愿填报系统首页可查询绑定情况。

如绑定手机号码需更换的，考生须携带准考证、有效居民

身份证（或户口本）或高考报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要求的证

明材料，到高考报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或其指定的高考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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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办理。

（四）填报的注意事项。

1.志愿填报演练数据已失效。

志愿填报演练时的密码和数据已失效，考生的个人初始密

码恢复为高考报名系统登录密码。考生在分类考试（本科对口

中职、高职单招、高职对口中职）招生志愿填报时已修改过的

密码可继续使用，在统考招生志愿填报时不需重新修改。

2.仔细核对个人信息。

登录成功后，高考志愿填报系统首页会显示考生个人信息，

包括姓名、准考证号、报名号、考生号、身份证号、民族、性

别、本次可填报的科类、本次可填报状态等，考生应仔细核对，

如发现信息有误，应及时向高考报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报告。

3.操作时限。

考生填报志愿时，每次登录系统后的有效操作时间限定为

15 分钟。因此，建议考生先将有关志愿信息（院校代号、院校

名称、专业代号、专业名称等）在草表上整理好，登录系统后

按整理好的内容进行选择即可。

4.其他。

志愿填报系统仅限在电脑上填报，暂不支持手机端填报。

考生如在填报志愿期间遇到网络拥堵、自然灾害等造成大面积

停电断网的情况，请及时与高考报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联系，

由招生考试机构向考生提供帮助，同时密切关注“广西招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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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院”网站公告。

五、志愿填报要求

考生应在全面了解我区录取批次设置、志愿设置、投档规

则、录取规则和有关高校招生章程后，结合本人志向和德、智、

体等方面情况，认真填报院校、专业，不应由别人代填。

（一）考生要按科类填报志愿。

考生登录志愿填报系统后，可在首页的考生基本信息中查

阅到本人所属的科类，考生应按照本人所属科类填报对应专业

志愿。

（二）考生要按资格填报特殊类专业志愿。

1.填报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国家专项、地方专

项、高校专项、精准专项、艺术校考以及需要提前面试、体检、

政审等特殊类型专业志愿的考生，须取得对应类别专业的资格，

资格名单可在招生院校官网中查询。

2.填报少数民族预科班和民族班专业志愿的考生须为少数

民族考生。

其中，免费少数民族预科班供区内 60 个老、少、边、山、

穷县（市、区）农村户口的应届少数民族高中毕业生填报。免

费预科生享受免除读预科一年学费的优惠政策。

60 个老、少、边、山、穷县（市、区）具体为：罗城仫佬

族自治县、那坡县、凌云县、东兰县、凤山县、乐业县、巴马

瑶族自治县、靖西市、都安瑶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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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县、大化瑶族自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隆林各族自治县、

三江侗族自治县、德保县、田林县、马山县、天等县、环江毛

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上林县、富川瑶族自治县、昭

平县、忻城县、隆安县、龙州县、田东县、河池市金城江区、

蒙山县、宁明县、钟山县、武宣县、灌阳县、资源县、天峨县、

百色市田阳区、博白县、苍梧县、融安县、藤县、桂平市、兴

业县、百色市右江区、贺州市八步区、南宁市邕宁区、大新县、

上思县、陆川县、合山市、平果市、南丹县、宜州区、扶绥县、

崇左市江州区、凭祥市、象州县、恭城瑶族自治县、防城港市

防城区和东兴市。

3.2022 年继续实施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

项计划和精准专项计划，其中精准专项计划为原精准脱贫专项

计划。实施区域、报考条件、招录办法等相关政策保持不变。

从 2023 年高考招生起，往年被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

退学的考生，不再具有专项计划（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

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三个专项计划和我区精准专项计划中任

何一项）的报考资格。

（三）考生填报提前批要注意的规则。

1.本科提前批的空军招飞类将先行投档，待这类院校及专

业录取完成后再进行后续批次（含本科提前批其他小批次）的

投档录取。即填报了空军招飞类的考生，还可填报后续批次的

院校和专业，如未被空军招飞类的院校录取，还可继续参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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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的后续批次的投档录取。

2.本科提前批的艺术、体育或其他类实行并行投档，即艺

术、体育、其他类在同一时段进行投档（例如：艺术类投档后，

填报了该批次的考生的档案正处于“院校在阅”状态，此时体

育类也进行投档，则处于“院校在阅”状态的考生即使填报了

体育类志愿，也无法投档到体育类），高职高专提前批的艺术、

体育和其他类也同样采取并行投档的方式。

3.本科提前批艺术类的 3 个小批次依次投档，即艺本一批

投档录取完成后才进行艺本二批的投档，以此类推，因此考生

可以兼报。

4.本科提前批艺本二批和高职高专提前批艺术类使用艺术

统考成绩为录取依据，考生每轮填报时须先选择报考的艺术科

类（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播音主持、广播影视编导、航

空服务）且只能选择 1 个艺术科类，再选择有该艺术科类招生

计划的院校和专业。即使考生同时取得多个艺术科类统考成绩，

在每轮次填报志愿时也不能兼报不同科类的专业。

5.填报依据艺术统考成绩录取的艺术专业和体育类专业的

考生，艺术统考成绩或体育统考成绩须达到我区划定的高职高

专艺术类或体育类分数线。艺术类（使用校考成绩录取的批次

除外）和体育类以综合分做为投档基准分。

艺术类综合分=总分（普通高考统考总成绩+加分分值）×

30%+艺术成绩×（750/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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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类综合分=总分（普通高考统考总成绩+加分分值）×

70%+术科成绩×（750/100）×30%。

六、志愿填报组织工作

（一）组织实施与职能分工。

我院负责志愿填报的政策指导、宣传和服务工作，并为网

上填报志愿提供技术保障。

各市、县招生考试机构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的志愿填报工

作，市、县招生考试机构可设置高考志愿填报工作站，原则上

高考志愿填报工作站与高考报名站一致。

（二）严格做好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近年，一些地方出现了因考生信息泄露导致学生志愿被篡

改、考生信息被贩卖的情况，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各市、

县要切实加强高考信息安全保护。一是严格考生志愿填报密码

修改、手机号码绑定等环节的管理；二是广泛告知考生加强对

自己密码的保管，不要随意告诉他人，更不要委托他人或中介

机构填报志愿；三是提醒考生发现自己密码被篡改要第一时间

向高考报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报告申请重新设置密码。

各高校必须严格执行招生信息“十公开”和招生录取“30

个不得”要求，杜绝委托招生中介参与学校招生工作。

（三）悉心做好考生志愿填报指导工作。

各市、县要认真学习领会我区 2022 年高考招生政策，组织

辖区中学高三年级班主任进行志愿填报指导培训，并要求他们



—15—

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为考生提供丰富、有效的志愿填报指导，

提醒考生既要看成绩，更要看位次；引导考生合理填报志愿、

规避风险。同时，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打击违规“天价”志愿填

报指导行为。

各高校要密切关注今年分数线变化，切勿简单参考往年分

数对考生进行咨询指导及随意做出任何承诺。

（四）做好志愿填报期间值班工作。

我区 2022 年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将于 6 月 24 日 10:00 向考

生开放，请各市、县招生考试机构在考生志愿填报期间（包括

节假日、征集志愿填报期间）安排专人值班，接受考生修改绑

定手机号码、重置志愿填报密码申请或对招生录取工作的政策

咨询，值班期间晚上至少值班至 22:00。请以市为单位整理值班

安排表（见附件），于6月 16日通过广西国家教育考试综合考务

管理平台报送，我院将在“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上予以公布。

请各市、县招生考试机构及时将本文件转发给辖区有关普

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并及时做好工作部署。

附件：广西 2022 年志愿填报期间值班安排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2022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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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 2022 年志愿填报期间值班安排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市、县招生考试机构

名称
值班电话

市

县（市）

（联系人及电话：蒋力，0771-5337500、13669681061）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