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类
（一）历史类

本科批 456分

高职专科批 180分

特殊类型资格线 538分

（二）物理类

本科批 446分

高职专科批 180分

特殊类型资格线 528分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6月24日，重庆市2021年全国普通高校各类招生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已经重庆市2021年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第二次专题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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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各类别
录取控制分数线是如何划定的？
各类别同分投档排序规则是什
么？6月24日，重庆市教育考试院
公布了关于我市今年高考分数线
划定及投档录取原则，并以问答形
式对将考生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
答。

各类别录取控制分数线是如
何划定的？

答：普通类根据考生文化成绩
（含统一高考总成绩和政策性加分，
下同），按照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
例，综合生源等情况，按照选考物
理、历史分别划定普通类本科、专科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同时划定特
殊类型资格线。

艺术类、体育类根据艺术类各
类别、体育类考生文化成绩及专业
统考成绩，按照招生计划数的一定
比例，综合生源等情况，分别划定艺
术类各类别本科、专科和体育类本
科、专科录取最低控制文化分数线
及专业分数线。

什么是特殊类型资格线？是
如何划定的？

答：特殊类型资格线是为满足
强基计划、高校专项、高水平艺术团
等特殊类型招生单独划定的录取资
格分数线。改革前这些特殊类型招
生参照“一本线”执行，而改革后不
再划定“一本线”，因此需要单独划
定特殊类型资格线。

我市的特殊类型资格线根据考
生文化成绩，按照普通类本科招生
计划数的一定比例，综合生源等情
况，分选考物理、历史分别划定。

什么是艺术类校考资格线？
与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有什么
区别？

答：艺术类各类别校考资格线
是考生参加专业校考（我市专业统
考未涉及专业除外）的基本资格线，
是根据专业统考成绩、综合生源等
情况按照一定比例分类别划定的。
考生专业统考成绩达到我市相应类
别校考资格线的，方可按招生院校
报考条件和有关规定报名参加专业
校考。

艺术类各类别专业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是我市艺术类本科 A 段、
专科批投档录取时的专业成绩最低
分数要求，是根据专业统考成绩，按
照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综合生
源等情况分类别、分本专科划定的。

各类别同分投档排序规则是
什么？

答：普通类考生文化成绩相同
时，依次比较语文数学总成绩、语文
或数学中的单科最高成绩、外语单
科成绩、首选科目成绩、再选科目单
科最高成绩、再选科目单科次高成
绩由高到低排序投档（军队院校等
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艺术类、体育类考生综合成绩
（或专业成绩）相同时，首先比较统

一高考总成绩，若相同再按普通类
同分排序规则依次比较，由高到低
排序投档。

普通类投档排序规则是什
么？

答：普通类根据考生文化成绩
排序，如文化成绩相同则按照同分
排序规则排序。

高校录取时，普通高中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如何使用？

答：我市2021年普通高校录取
时，将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档案提供给高校，作为高校录取的
重要参考，其具体使用办法由高校
在招生章程中向社会公布。

兼报普通类志愿的艺术类、
体育类考生投档顺序是如何规定
的？

答：凡兼报普通类志愿的艺术
类、体育类考生，录取时先按照其填
报的艺术类、体育类志愿投档。在
其所填报的艺术类、体育类志愿录
取结束后，未被艺术类、体育类录取
的，转入普通类并按照普通类录取
进程参与相应批次投档。

已被录取的考生，还能被后
续志愿录取吗？

答：已被录取的考生，不能参加
后续志愿投档和录取。未被录取的
考生不影响后续志愿的投档和录
取。

我市今年高考分数线划定及投档录取原则公布
已被录取的考生，不能参加后续志愿投档和录取

重庆市2021年全国普通高校各类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出炉

历史类本科批456分 物理类本科批446分

据了解，考生可登录重
庆市教育考试院网站（http:
//www.cqksy.cn）或 重 庆
招考信息网（http://www.
cqzk.com.cn）查询各类成
绩一分段。

若考生对查询到的成
绩有疑义，可于 6 月 25 日
12：00—17:00登录成绩查
询网站申请成绩复核。6月
27日18:00起，考生可在成
绩查询网站查询复核结果。

6 月 27 日 9：00—6 月
30日18：00，全市考生进行
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志愿填
报，请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
录以上网站进行填报，逾期
不予补报。

体育类
（一）本科批

文化成绩 353分

专业成绩 84分

（二）高职专科批

文化成绩 180分

专业成绩 78分

艺术类
（一）本科批

1.美术学与设计学类：文化成绩 333分、专业成绩 210分

2.编导类：文化成绩 426分、专业成绩 209分

3.音乐类

（1）音乐学：文化成绩 345分、专业成绩 209分

（2）音乐表演

①声乐方向：文化成绩 280分、专业成绩 220分

②钢琴方向：文化成绩 280分、专业成绩 230分

③器乐方向：文化成绩 280分、专业成绩 180分

4.舞蹈类：文化成绩 208分、专业成绩 200分

5.影视类

（1）表演：文化成绩 354分、专业成绩 219分

（2）播音与主持艺术：文化成绩 383分、专业成绩 203分

（二）高职专科批

1.美术学与设计学类：文化成绩 180分、专业成绩 180分

2.编导类：文化成绩 210分、专业成绩 190分

3.音乐类

（1）音乐学：文化成绩 210分、专业成绩 195分

（2）音乐表演

①声乐方向：文化成绩 180分、专业成绩 200分

②钢琴方向：文化成绩 180分、专业成绩 175分

③器乐方向：文化成绩 180分、专业成绩 150分

4.舞蹈类：文化成绩 180分、专业成绩 190分

5.影视类

（1）表演：文化成绩 180分、专业成绩 210分

（2）播音与主持艺术：文化成绩 210分、专业成绩 192分

6月24日，“中国体育彩票”2021
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暨全运会资格赛在
重庆奥体中心拉开帷幕，共有来自全
国各地34支代表队近2000名运动员
报名参赛，其中包括苏炳添、谢震业等
名将，他们将在4天内角逐45个项目
的冠军。

我市迎来国内最高水平
专业田径赛事

本次比赛是全国最高水平田径
单项赛事，是全运会田径项目首次实
行资格赛，也是我市近年来承办的最
高水平专业田径赛事。

比赛设置了 100米、110 米栏、
4×100米接力、跳高、跳远等45个项
目，预计是今年国内最大规模单项赛
事。

根据安排，比赛共4天8个单元，
径赛和田赛搭配呈现，部分项目是直
接决赛，极具观赏性。与此同时，苏
炳添、谢震业、巩立姣等选手将悉数
亮相，而亚锦赛男子4×100米接力
赛冠军、重庆选手别舸也将代表重庆
队参加男子200米角逐，使得本次比
赛看点颇丰。

为保障赛事公平公正，中国田径
协会派出28名技术官员及裁判员参
与执裁，重庆市体育局也抽调了140
名裁判员和140名志愿者参与赛事工

作，确保赛事顺利进行。

高水平赛事缘何频频花落重庆

随着重庆体育“1+5+1”行动计
划的贯彻实施，体育强市建设持续深
入，我市一系列专业体育场馆设施得
到不断完善，筹办高水平专业赛事能
力显著提升。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强体育基础
设施建设顶层设计，加大体育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力度，开工在建大田湾体
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等市级重点体
育工程，建成投用市运动校新校等体
育基础设施，升级完善市奥体中心等
大型综合体育场馆。

与此同时，我市积极举办亚洲田

径大奖赛等21场高规格国际赛事，全
国跳水锦标赛等66场全国性赛事，打
造出中欧篮球冠军杯等自创品牌赛
事，培养锻炼出了一批以市奥体中心
为代表的拥有完善办赛服务保障体
系的专业团队。

此外，今年成功举行重庆市第六
届运动会，更使我市高水平办赛能
力、体育创新突破、体育事业改革成
就得到进一步彰显，为各级各类高水
平赛事的落地举办培育了厚实土壤、
打下了坚实基础。

高质量办赛展现重庆体育
蓬勃发展之势

“重庆历来是体育的热土，市委

市政府始终把体育的事业摆在突出
的位置。”市体育局负责人表示，高
质量、高水平完成大赛筹办任务只
是重庆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
影。

近年来，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
要求，我市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大力实施重庆体育“1+5+1”行动
计划，围绕体育强市建设目标，不断
推进举办高水平赛事和发展职业体
育，每年申办一批国际级国家级重大
比赛、每年固定承办一批国际高水平
赛事、每年自创举办一批精品赛事活
动。

与此同时，我市大力实施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提升行动计划，实施
备战“十四运”行动计划，全面拓宽多
元化备战路子，积极打造高水平后备
人才培养平台，规范促进体育产业发
展，不断加大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力度。

市体育局负责人表示，将坚持
高规格筹备、高标准服务、高质量保
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良好的精
神状态、饱满的热情服务，举办一届
精彩、热烈、圆满的体育盛会，庆祝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韩成栋、曹儒威
图片由市奥体中心提供

高水平赛事落户重庆 全面助力体育强市建设

全国田径锦标赛在市奥体中心开赛 精心组织 全力筹备
市奥体中心为全国田径锦标赛护航

规模最大、高手云集……作为我
市近年来承接的最高水平专业田径
赛事，本届赛事备受关注。如何高规
格、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赛事组织，
对于筹办单位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

“市奥体中心高度重视，严格按
照中国田协和市体育局要求部署，认
真谋划、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各项筹
办工作。”市奥体中心负责人表示，在
接到赛事筹办任务后，中心第一时间
成立了由中心主任为组长、副主任为
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赛事
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分工，责任到
人。同时围绕赛事疫情防控、场地器
材、后勤保障、市场开发、宣传推广、
安保医疗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

为营造浓厚赛事氛围，展示重庆
良好城市形象，市奥体中心投入专项
资金对主体育场塑胶跑道、跳远区域
助跑道进行维修升级，并面向全国进
行赛事直播，围绕赛场内外进行氛围
布设，在机场、高铁站、商圈等全面铺
开赛事宣传，为赛事圆满举行营造了
良好的舆论氛围。

市奥体中心在赛事细节服务方
面也下足了功夫，除了做好赛事基础
服务，还为参赛队伍精心准备了赛事
文化衫、定制折扇等特色礼品，专门
采取了增加核酸检测频次、强化日常

防护等多项措施形成防疫闭环，配备
了AED等专业救护设备，及时对接
气象部门，提前做好特殊气象条件应
急预案。

值得一提的是，市奥体中心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搬到田
径赛场，一方面发挥党员带头作用，
为每一支参赛代表队配备了一名党
员对接人，采取一对一的“保姆式”管
家服务，帮助参赛队伍解决后顾之
忧；另一方面联合重庆卫视专业直播
团队，对赛事进行全程直播，全力满
足广大市民的观赛需求。

市奥体中心作为我市最大的体
育中心、竞技中心，配备有先进、齐全
的场馆设施设备，常年承办大型专业
赛事，拥有一套完善的办赛服务保障
体系和一支专业的赛事服务团队。

特别是近年来，市奥体中心成
功举办全国跳水冠军赛暨世锦赛跳
水选拔赛（第二站）、WESG世界电
子竞技运动会全球总决赛、亚洲田
径大奖赛等国际国内高水平大型赛
事，为广大市民带来了精彩的体育
盛宴。

市奥体中心负责人表示，在市体
育局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市奥体中心
将坚持高水平、高标准筹办好本次赛
事，助推体育强市建设，全面展示重
庆体育、重庆城市良好形象。

全国最高水平田径单项赛事在市奥体中心开赛

聚焦》》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6月
24日，2021年重庆市初中毕业生学
业水平暨高中招生考试“联招”统一
录取送档线公布，为558分。

我市2021年中考“联招”成绩
查询时间、查询方式及注意事项：

查询时间：6月24日上午10:30
可查

咨询电话：67510623
查询渠道一：
登录网址http://www.cqzzxx.

com，输入准考证号和中考填报志
愿时设置的密码，查询中考成绩。

查询渠道二：
进入“重庆教育”官方微信，点

击①“微查询”栏目中的②“查中考
成绩”进入查询页面，即可输入准考
证号和中考填报志愿时设置的密
码，查询中考成绩。

温馨提示：
1.开始查询成绩时，由于登录

人员较多，可能会造成网络和系统
繁忙，请大家理解并耐心等待。

2. 若考生对查询到的成绩有
疑义，可于 6月 25日至 6月 26日
上午 9:00至12:00，下午14:00至

18:00，向初中就读学校所在区县教
育部门中招办提出申请，市教委中
招办统一进行成绩复核并告知复核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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