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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考 100 问 
 

为方便广大考生和家长及时、准确、全面了解我市中考政策规定，增强中考工作

透明度，指导考生合理填报中考志愿，确保我市中考工作顺利进行，市教育局特组织

编写《珠海中考 100 问》。问答内容针对考生、家长及社会关注焦点，系统、具体介

绍我市中考报名、体育考试、特长生考试、自主招生、志愿填报及录取等有关政策规

定。问答内容详实、准确、通俗易懂，具有一定指导性，是广大中考考生及家长的重

要参考资料。 

 

 一、报名部分 

1.2019 年中考什么时间报名？ 

2019 年我市中考报名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6-12 日。 

2.考生需要如何进行中考报名？ 

珠海中考实行网上报名。在我市就读的考生凭学校下发的准考证号和初始密码登

录珠海中考管理系统进行报名。报名期间，考生需如实填写个人基本信息、选择体育

考试项目及选报特长生招生学校（非特长考生无需填报），填报完成后保存并提交。 

3.未参加中考报名，可以参加中考吗？ 

不可以。 

4.中考报名的账号、密码有何作用？ 

（1）我市中考招生信息实行网上管理方式，考生报名、填报志愿、报考体艺特

长生、查询成绩、查询录取结果等操作均需要凭账号、密码登录中考管理系统。考生

务必保管好自己账号及密码。 

（2）使用考生账号、密码登录中考管理系统所进行的任何操作，均认为是考生

本人的真实意图，代表考生个人，所以不得外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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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与中考有关操作，包括报名信息、志愿信息均以我市中考管理系统内

容为准。 

5.报名后考生如何确认是否已完成中考报名？ 

完成网上报名后，各初中学校将打印《报名信息校对表》给考生核对，考生在 3

月 13-15 日内对表中各项内容逐一核对，并由考生家长签字确认。身份证信息与户口

簿信息不一致的，以户口簿信息为准。 

6.学生是珠海户口，但在珠海市外就读初中，是否可以参加珠海中考？ 

可以报名参加珠海中考。本市户籍在外地就读的初三毕业生（简称“社青类考生”）

到户籍所在区招生考试部门指定的报名点参加现场报名，须提交所就读学校开具的学

籍证明（注明全国统一学籍号并加盖当地县区级以上学籍管理部门公章），地理、生

物初中学业考试等级证明（或成绩证明—须注明考生分数及科目满分，加盖当地县区

级以上教育局招生考试部门公章）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合格证明。 

7.初中复读生和往届生如何中考报名？ 

在我市民办初中学校复读的考生，可在所复读初中学校就近参加中考报名（考生

类别为往届生）。初中毕业的往届生（简称“社青类考生”）到户籍所在区招生考试部

门指定的报名点参加现场报名，须提交九年义务教育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8.往届生和初中复读生参加中考有什么限制？ 

（1）有珠海户籍的初中重读生（包括已经毕业和读完初三课程无故不参加中考

者，或已读完初三第一学期无故停学半年再返校复读者），不得报考我市国家级示范

性普通高中； 

（2）无珠海户籍的初中往届生不得报考我市普通高中； 

（3）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结业生不得报考普通高中； 

9.中考报名需要什么材料？ 

（1）考生二代身份证及户口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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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外地就读的本市户籍考生，应提交所就读学校开具的学籍证明（注明全

国统一学籍号并加盖当地县区级以上学籍管理部门公章），地理、生物初中学业考试

等级证明（或成绩证明—须注明考生分数及科目满分，加盖当地县区级以上教育局招

生考试部门公章）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合格证明（考生就读学校出

具）； 

（3）港澳考生应提交身份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考生应提交市级

台务部门出具的证明和户口簿、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4）往届生应提交九年义务教育证书； 

（5）有政策照顾加分的考生还应提交相应证明文件。 

10.2019 年珠海市中考社青考生的报名点有哪些？ 

我市中考社青考生报名点由各区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安排。2019 年社会青年考生报

名点地址及联系电话如下表： 

区域 教育主管部门 报名点名称 报名点地址 联系电话 

香洲区 香洲区教育局 
珠海市 

第八中学 
珠海市香洲柠溪富柠街 36号 

0756-2319606（市八中） 

0756-2611501（区教育局） 

斗门区 斗门区教育局 
斗门区 

实验中学 
斗门区井岸镇港霞西路 555 号 

0756-6265251（实验中学） 

0756-5522493（区教育局） 

金湾区 金湾区教育局 
珠海市 

红旗中学 
金湾区红旗镇藤山一路 89号 

0756-7863928（红旗中学） 

0756-7263798（区教育局） 

高新区 高新区教育局 
高新区 

教育局 

高新区唐淇路 1008 号 108 室 

（原唐家镇政府内） 

0756-3629099（区教育局） 

0756-3629810（区教育局） 

横琴 

新区 

横琴新区 

社会事务局 

横琴新区 

第一中学 
横琴新区石山村 133 号 

0756-8936236（社会事务局） 

0756-8842135（横琴一中） 

高栏港 

高栏港区 

社会保障和公共 

事业局 

高栏港区 

社会保障和 

公共事业局 

高栏港区高栏大厦 1112 室 
0756-7268619（区社会事业局） 

0756-7268885（区社会事业局） 

 

    二、照顾政策部分 

11.珠海中考有哪些政策照顾措施？  

珠海中考有三大类政策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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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一定条件的具有珠海市户籍的应届考生可以享受加分政策性照顾： 

（1）下列考生可加 20分： 

公安烈士子女。具体按照珠海市教育局、珠海市公安局《珠海市人民警察优抚对

象子女教育实施细则》（珠公发〔2018〕75 号）执行。 

（2）下列各类考生可加 10分： 

a.少数民族考生；  

b.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及一至六级伤残军人的子女。

具体按珠海市教育局、珠海警备区政治部《关于做好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

﹝（政干 2015﹞ 27 号）执行。 

c.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民警子女。具体按照珠海市教育局、

珠海市公安局《珠海市人民警察优抚对象子女教育实施细则》（珠公发〔2018〕75 号）

执行。 

（3）下列各类考生可加 2分： 

a.归侨青年、归侨子女、华侨子女（提供市级侨务部门出具的证明、户口簿或我

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考生父母具备华侨身份的证明、出生证明、护照）； 

b.台湾省青年（提供市级台务部门出具的证明、户口簿、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

证）； 

12.符合多项政策照顾，可以加分值可以叠加吗？ 

不可以。符合多项照顾政策的考生，其照顾分数取最高项（不叠加照顾项）。 

 

    三、指标生部分 

13.什么是指标生？ 

指标生是指普通高中将一定比例的招生计划根据各初中学校考生人数所占比重

均衡分配到各初级中学的招生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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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9 年普通高中指标生占招生计划比例是多少？ 

指标生招生计划：珠海市第一中学（校本部）、珠海市第二中学、珠海市实验中

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珠海市斗门区第一中学等 5所国家级示范

性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不含民族班招生计划）中不超过 70％的名额作为指标生招生计

划。珠海市第三中学、和风中学招生计划中不超过 40%的名额作为指标生招生计划。 

15.指标生名额是怎么分配的？ 

总的分配原则是按各初中学校报考人数所占比例进行分配。具体如下： 

各初级中学可以分配到某所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的指标生名额＝（本校报考考

生数/全市或本区考生总数）×某所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不含民族班招

生计划）的 70％； 

其中：斗门一中分配到斗门区初中学校的指标生名额=斗门一中面向全市 80%招生

计划中分配到的指标生名额+斗门一中面向斗门区 20%招生计划中分配到的指标生名

额； 

各初级中学可以分配到某所省一级普通高中的指标生名额＝（本校报考考生数/

本区考生总数）×某所省一级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的 40％。 

16.指标生名额分配，还有哪些限定？ 

初中学校具有指标生资格考生数少于 50 人的，限分配 1 个指标生名额。原则上

每所初级中学在每所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至少分配 1个指标生名额。各初中分到的

指标生名额按向下取整保留整数，不按四舍五入取整。不超过指定比例的指标生名额

按向下取整分配完毕后，剩余名额作为统招生计划。  

17.如 A 初中学校考生人数为 500 人，2019 年可以分配到市一中多少个指标生名

额？ 

A 校分配到市一中的指标生名额为：500（该校考生人数）/19191（全市考生人数）

×1300（市一中招生计划数）×70% = 23（向下取整），即该校分配到市一中指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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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额为 23个。 

18.民办初中是否可以分配到指标生名额？ 

可以，按上述分配方法实施。 

19.全市各初中学校分配到的指标生名额可以在哪里查看？ 

全市各初中学校分配到的指标生名额公布在当年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报考

指南》书中，该书于每年中考期间发放给考生，人手一册。 

20.分配的指标生名额是如何录取的？ 

指标生录取采取分数优先原则，从高分到低分按志愿顺序录取。 

21.指标生录取是否有分数要求？ 

有，指标生录取设最低控制分数线，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生最低分数线控

制在该所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全市统招线下 30 分以内；其中，斗门一中面向斗门

区 20%招生计划所对应的统招分数线下 30 分作为该校录取斗门区指标生最低控制分

数线。省一级普通高中指标生最低分数线控制在该所省一级普通高中统招线下 30 分

以内。在最低控制分数线范围内，各初中学校所分配指标生名额没有完成的自动转为

相应普通高中统招计划进行录取。 

22.A 校分配到市一中的 23 个指标生名额是如何录取的？ 

（1）如市一中全市统招分数线为 560 分，A校具备指标生资格考生中 530 分—559

分的人数为 30人（默认这 30人已填报市一中指标生志愿），则这 30人中中考成绩前

23名的考生录取为市一中指标生。 

（2）如市一中全市统招分数线为 560 分，A校具备指标生资格考生中 530 分—559

分的人数仅为 20人（默认这 20人已填报市一中指标生志愿），则这 20人录取为市一

中指标生，剩余的 3个指标生名额已转为市一中统招生名额在全市择优录取 560 分以

上的考生。 

23.珠海户籍考生须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具备指标生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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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户籍且具有珠海学籍的初中应届毕业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参与指标生

分配： 

（1）符合我市关于本市户籍学生的招生规定，服从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初一至

初三年级在同一公办学校就读的本市户籍学生； 

（2）符合我市关于政策性照顾生的有关规定，服从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初一至

初三年级在同一公办学校就读的具有本市户籍的政策性照顾生； 

（3）符合我市关于民办学校招生的有关规定，在民办学校就读的本市户籍生； 

（4 ﹝）符合《珠海市普通中小学生转学暂行办法》（珠教基 2008﹞ 29 号）的有关

规定，在初三年级第一学期前转入中考报名所在学校就读的本市户籍学生。 

具体按市教育局《关于印发珠海市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招收指标生实施办法

（暂行）的通知》（珠教〔2012〕4号）及相关规定执行。 

24.非珠海市户籍的考生可以享受指标生资格吗？ 

对于随迁子女考生（含省内外市、外省等考生），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享受指标

生资格： 

（1）满足当年报考公办普通高中条件要求； 

（2）初一入学期间符合当年积分入学政策规定的入学条件并在同一初中学校连

续就读三年的应届毕业生通过审核后具有指标生资格。 

25.指标生资格是如何审核认定的？ 

（1）珠海户籍考生由各初中学校根据指标生资格条件，审核指标生资格。市、

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各初中学校的指标生资格进行复核。 

（2）随迁子女考生初一入学期间是否符合当年积分入学政策规定的入学条件以

及是否具备同一学校连续三年的学籍由各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涉及到考生父母

居住证、社保等情况以市公安及人社部门审核的结果为准。 

（3）考生是否具备指标生资格，须由就读学校和所属区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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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指标生资格条件，结合考生个人实际情况审核、确定。 

26.指标生的审核结果什么时候可以查询？在哪里查询？ 

全市指标生资格的审核结果一般在 6月初公示，考生可在就读学校或珠海市教育

局官网查看。 

27.指标生录取结果，如何查询？ 

全市普通高中指标生录取结果于当年 7月中旬公布，考生可在就读学校或市教育

局官网查看。 

 

    四、随迁子女报考部分 

28.2019 年随迁子女报考公办普通高中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2019 年报考公办普通高中须满足：随迁子女父亲或母亲持有我市累计 3年（含）

以上居住证（且现持有的居住证在有效期内），并在我市参加社保累计满 3 年（含）

以上，考生父亲或母亲在珠海市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及合法稳定住所，随迁子女具有我

市初中 3年连续学籍。计算居住证、社保的截止日期为当年 8月 31 日。 

29.没有办理居住证或没有购买社保，孩子还可以在珠海报考高中吗？ 

在我市就读且具有我市初中学籍的应届初三随迁子女毕业生，可自愿在我市报名

参加中考。报考我市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和中等职业（含技工）学校不受其它条件限制。 

30.随迁子女报考公办普通高中需要提交什么材料？ 

（1）我市中考资格审核坚持便民原则，考生父母居住证及社保信息以公安与人

社部门核查反馈的电子数据为准，不须考生或家长在报名时提供相关材料。 

（2）中考报名时，需如实提交考生本人身份证、居民户口簿及父亲或母亲在珠

海市办理的《广东省居住证》。 

（3）如考生与父母不在同一户口簿或户口簿上未有考生父母信息的，应提供《出

生医学证明》或其他亲子关系证明材料等（涉及材料均须提供原件和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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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父母双方都是珠海户籍，孩子是非珠海户籍，这种情况可以考珠海市公办普

通高中吗？ 

考生父母均为珠海市户籍，在中考报名之前将考生户籍迁入珠海市的可在我市报

考公办普通高中。否则不可以。 

32.父母其中一方是珠海户籍，孩子是非珠海户籍，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考公办普

通高中？ 

父母其中一方为珠海户籍的随迁子女报考公办普通高中须同时满足：父母中非珠

海户籍一方办理的居住证符合相关要求，父母任意一方满足社保、居住和职业要求以

及考生具有我市初中 3年连续学籍三个条件。 

33.父母分别符合办理居住证、参加社保条件，是否可以报考公办普通高中？ 

考生父亲及母亲双方条件综合满足条件要求的予以认定。如父亲满足社保条件，

母亲满足居住条件，则判定社保及居住项符合规定。 

34.考生父母婚姻关系变更或考生父母身亡导致监护人变更的随迁子女如何认定

呢？ 

需提供监护人变更证明（法院判决书或民政部门认定书等），依据监护人条件审

核考生报考资格，考生监护人符合相关要求的予以认定。 

35.随迁子女报考公办普通高中的资格是怎么审核的？ 

随迁子女学籍信息审核工作由相应市或区教育部门负责；居住证及社会保险缴费

情况由市公安及人社部门负责审核、认定；各区教育管理部门负责汇总相关信息，并

确认考生是否具备相应资格。 

36.符合报考公办普通高中的随迁子女名单什么时候公布？考生在哪里可以查

询？ 

随迁子女报考公办高中资格的审核结果一般在当年 5月公示布，考生可在初中学

校查询审核结果，也可以登录珠海市教育局官网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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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自主招生部分 

37.2019 年，哪些学校开展自主招生？ 

2019 年开展自主招生的学校有市一中、市二中、斗门一中、实验中学、北师大珠

海附中、一中平沙校区、省实金湾学校。 

38.自主招生考试什么时候报名？如何报名？ 

自主招生实行考生网上报名与招生学校现场确认的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6-12 日，考生凭个人中考准考证号码及密码登录珠海中考管理系统（系

统地址见珠海市教育局官网：http://www.zhjy.gov.cn），从“报名管理—自主招生

报名”栏选报学校。招生学校现场确认时间在 2019 年 3 月 29 日前，具体由各招生学

校自定，考生按报考学校要求提供相应材料至指定地点进行审核与确认，具体按学校

公布的招生方案执行，审核与确认的结果由招生学校通知到每位报名考生。考生只能

选报一所自主招生学校。 

39.可以报名多个学校的自主招生吗？ 

不可以，考生只能选择 1所学校的 1个类别进行报考。 

40.自主招生什么时候考查？ 

全市自主招生考查工作统一安排在 2019 年 5 月 4日（周六）。 

41.符合什么条件才可以报考自主招生？ 

招生学校自行设定自主招生范围及对象，符合招生学校设定要求的学生均可报名

参加自主招生考试（仅限招收我市应届初中毕业生，并且须符合国家、省、市教育部

门有关规定）。 

42.自主招生具体考试内容是什么？ 

学校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和招生要求，对考生的综合素质或能力进行测试（简称为

考查），可突出对学生学科特长、创新潜质情况的考查。考查结果作为招生录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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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43.通过了自主招生考试是否直接录取到该校，还需要参加中考吗？ 

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必须参加中考。未被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继续参加我市中

考其他批次划线录取。 

 

    六、体艺特长生招生部分 

44.特长生考试什么时候报名？怎样报名？ 

我市特长生报名一般与中考报名时间一致，2019 年报名时间为 3 月 6—12 日，采

取网上报名。考生在规定时间登录中考管理系统选择报考学校和项目，或按招生学校

规定到现场报名。未按规定报名的考生不得参加特长生术科考试。 

45.特长生术科什么时候考试？ 

特长生术科考试一般在 5月中旬进行，具体时间由特长生招生学校确定。 

46.特长生具体招收哪些项目，考试内容是什么？ 

特长生招生计划、招生项目、考试要求及录取方案由各招生校制定，经市教育局

备案后向社会公布（一般在当年的 3 月前公布），详情请留意珠海市教育局官网或各

招生学校官方网站。 

47.特长生术科考试成绩什么时候公布？在哪里查询？ 

特长生术科考试成绩一般在 5 月底公布（具体以市教育局通知为准），考生可凭

准考证号和密码登录中考管理系统查询。 

48.可以参加多个学校的特长生招生考试吗？ 

可以，但考试时间为同一天的招生学校，考生只能报考其中 1所。 

49.考生最多可以填报多少个特长生志愿？ 

参加体艺特长生术科考试且成绩达到招生学校合格线的考生可以填报相应招生

学校的特长生志愿，考生最多可填报两个特长生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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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没有录取为特长生，还可以参加其他批次录取吗？ 

特长生录取在其他批次录取前开展，已录取为特长生考生不再参加其他批次划线

录取；未录取为特长生的考生，可继续参加其他批次划线录取。 

 

    七、中考体育考试部分 

51.中考体育考试什么时候报名？怎样报名？ 

我市中考体育报名规定时间 3月 6—12 日，采取网上报名。考生在规定时间登录

中考管理系统选定体育考试项目，一经选定，不得更改。 

52.体育考试的项目有哪些？ 

体育考试项目分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 

（1）必考科目——长跑【800 米（女）和 1000 米（男）】或 100 米游泳，由考生

自主选择一项。 

（2）选考科目——在三级蛙跳、投掷实心球、足球 25米绕杆运球、一分钟跳绳、

篮球半场来回运球上篮五个项目中，由考生自主选择一项。 

53.中考体育考试满分多少分，如何计入中考录取分数？ 

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单科成绩满分为 45 分，计入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总

分。 

54.体育考试成绩是怎样构成的？ 

我市中考体育单科成绩由《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占 5%）和体育考

试项目成绩（占 95%）组成。 其中： 

（1）初中三年级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及格者得满分，不及

格者不得分。 

（2）体育考试项目成绩取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两科考试成绩得分的平均分，平

均分超过 100 分的按 100 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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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考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是如何产生的？ 

考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由考生就读学校进行测试，提交成绩后，

须经所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确认。 

56.中考体育考试规则和评分标准是什么？ 

（1）《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按照教育部规定执行。 

（2）必考科目——长跑【800 米（女）和 1000 米（男）】评分标准采用：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初三年级标准。超过 110 分值成绩（男：3'05"，女：

2'35"）一律计为 120 分; 游泳项目评分标准：从蛙泳、自由泳（即爬泳）、仰泳、蝶

泳四种泳姿中选择一种泳姿，限时 7分钟完成考试，其它要求以当年珠海市体育中考

游泳项目实施方案为准。 

（3）选考科目执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4 年全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

试工作的通知》（粤教体函〔2013〕44 号）中的《广东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项

目规则及评分标准》。 

57.社青考生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如何认定？ 

（1）应届生：《标准》测试成绩由现学籍所在学校提供，并加盖公章。 

（2）往届生：中考体育考试项目成绩占 100%（不需提供《标准》测试成绩）。 

58.中考体育什么时候考试？ 

考试时间一般在 4月 1日—5 月 26 日之间，具体时间由各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确

定。 

59.中考体育成绩什么时候公布，在哪里可以查询？ 

体育考试成绩一般在 6月上旬公布，考生凭准考证号和密码登录中考管理系统查

询。 

60.残疾学生丧失运动能力没办法参加体育考试，怎么处理？ 

丧失运动能力的残疾学生(持有珠海市残联核发的残疾证书)，向所在学校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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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程序办理有关审核手续，通过后记入学生电子档案，可免考体育，按中考体育

成绩满分 45分计算。 

61.考生因身体原因，平时体育课也不能参加，体育考试可以申请免考吗？ 

经区级或以上医院证明因身体健康问题不适宜参加体育活动者，应按有关程序办

理免修体育课和免执行《标准》手续。已办理免修体育课和免执行《标准》手续的学

生可免体育考试，免修体育课和免执行《标准》情况及相关证明材料须记入学生健康

档案。此类学生可免体育考试，按体育考试满分的 60%（即 27 分）计入中考总分。 

62.孩子因身体原因，平时也只能参加个别体育运动项目，体育考试可以申请择

考吗？ 

身体发育异常、严重营养不良及肥胖症、畸型等，但平时仍能上体育实践课的考

生，可由本人提出择考申请，经所在学校审核同意后，在我市规定的考试（或选考）

项目中自行选择力所能及的考试项目。选择两项考试的按实际考试项目成绩得分的

90%计算体育成绩；选择一项考试的，按实际得分的 70%计算体育成绩得分。申请及审

核材料须记入学生健康档案。（根据广东省中考体育择考标准：Ⅰ度的考生按择考标

准的要求可在体育考试项目中选择自己力所能及的 2个项目进行考试；Ⅱ度考生可选

择择考或免考。） 

63.孩子在体育考试前临时有严重伤病了，体育考试如何安排？ 

考生临时有严重病伤，具有区级以上医院证明的考生，可申请缓考体育。申请缓

考的学生必须持有关证明原件在考前向各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

可缓考。 

64.申请免考、缓考、择考的考生需要提交什么材料？ 

凡符合免考、缓考、择考规定的考生，需填报相应的登记表，填报后打印并附医

院证明，于规定日期前上交学校，学校审核同意后加盖学校公章，市直属学校直接交

市招生办，区属学校由各区教育部门审核同意后加盖公章，统一上交市招生办，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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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考报名在珠海招生考试网上进行选择、确认。 

 

    八、文化科考试部分 

65.文化科考试有哪些科目？  

全市统一考试的文化科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地理、生物、道

德与法制、历史等 9个科目。 

66.计入中考总分科目有哪些？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和体育科目的成绩计入中考总分，其中语文、数

学、英语 3科满分各为 120 分，物理、化学 2 科满分各为 100 分，体育满分为 45分。

中考成绩满分为 605 分。 

67.等级性考试科目有哪些？ 

地理、生物、道德与法制、历史为等级性考试科目，其成绩以 A、B、C、D 四个

等级呈现。 

68.等级性考试科目有何作用？ 

    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作为高中阶段学校录取依据，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均达到 C

级以上（含 C级）方可被普通高中（含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录取。 

69.等级性考试科目是否可以补考？ 

生物、地理在当科结业年级（初二）进行考试，初三考生（含社青类考生）可结

合考试成绩及自身实际申请补考，并按规定时间报名。道德与法制、历史不能补考。 

70.还有哪些考试科目？ 

物理实验操作、化学实验操作、音乐、美术、信息技术为合格性考试科目，成绩

以合格与不合格方式呈现，不合格者不得被普通高中录取。物理实验操作与化学实验

操作由全市统一命题，各区及初中学校负责组织实施。音乐、美术、信息技术在该科

结业年级进行考试，由学校自主命题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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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文化科考试时间是如何安排的？ 

我市 2019 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具体时间如下表： 

日  期 考试时间 科目 

6月 20 日 

（星期四） 

上午 
09:00—10:00 60 分钟 地理（初二） 

10:50—11:50 60 分钟 生物（初二） 

下午 15:00—17:00 120 分钟 语文 

6月 21 日 

（星期五） 

上午 
09:00—10:20 80 分钟 化学 

10:50—12:10 80 分钟 道德与法治 

下午 15:00—16:40 100 分钟 数学 

6月 22 日 

（星期六） 

上午 
09:00—10:20 80 分钟 物理 

10:50—11:40 50 分钟 历史 

下午 15:00—16:40 100 分钟 英语 

 

    九、考前注意事项部分 

72.考前应注意哪些问题？ 

（1）要有积极的心理状态。考生要充分认识到考试的积极作用，不要有消极、

抵触、抱怨、害怕的心理负担。 

（2）要有务实的期望目标。实事求是的评价自己，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要

过多考虑考试结果，以适度的心情迎接考试。 

（3）要保持充沛的体力。考前和考试期间一定要休息好，保证充足的睡眠，注

意用脑卫生。考前要减轻负担，不要做难题、偏题，不要开夜车。 

（4）要备齐所有考试物品。考生可提前备齐考试物品和准考证，并记录在一张

卡片上，和考试用品集中放在一起，每天去考场前逐项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5）要注意饮食卫生，适当补充营养。多吃大豆、鱼类、蛋类等蛋白质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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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和动物的肝、肾、心、脑等富含卵磷脂的食物。 

73.中考如何评卷？ 

各学科实行计算机辅助评卷，评卷工作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 

74.实行网上评卷需要考生注意哪些事项？  

（1）规范用笔，客观题用 2B铅笔填涂，主观题用黑色墨水签字笔答题； 

（2）按照规定区域进行答题，切勿超出范围答题； 

（3）按照考生须知正确填写考生信息； 

（4）注意不要误涂缺考标记。 

75.客观题答题为什么要用 2B 铅笔填涂？ 

对于客观题，考生答题时是将所选择的答案用铅笔填涂在答题卡上，网上评卷时

用高速扫描仪对答题卡进行扫描，而 2B 铅笔的浓度适中，符合计算机自动识别对填

涂点的要求，凡是达到 2B 浓度的答案都可以被计算机准确地读取和识别，不会造成

任何误判；同时，考生经过复查试卷，如答题卡需要更正时，又可以轻易地用橡皮擦

干净而不留明显的痕迹。 

76.主观题部分为什么要用黑色签字笔答题？ 

主观题部分用黑色签字笔书写的答题卡，经高速扫描仪扫描后生成的图像清晰度

高，阅卷教师容易看清考生作答内容，正确评分。 

77.主观题为什么要按答题区域和规定的题号答题？ 

答题卡主观题部分的电子图像是根据阅卷评分的要求，按题目由计算机逐题对答

题区域黑色矩形框内的内容进行扫描并自动切割，以图像文件的格式存储。在网上评

卷时随机将每个考生的主观题答题图像自动分发到阅卷教师的终端上。如果考生答题

时超出答题区域或不按次序答题，评卷教师看到的将不是本题的答题图像，进而影响

考生的得分。 

78.考生信息填写应注意哪些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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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须用黑色签字笔认真填写姓名和准考证号，字迹要清晰、工整，考生手写信

息区将是确定准考证号的最终依据。 

79.缺考标记误填会带来什么后果？ 

缺考考生的缺考标记由监考人员填写，考生禁填。误填缺考标记将使实考考生的

答题卡判为缺考答题卡，从而影响自己的得分。 

80.用什么样的橡皮？ 

考试选用的橡皮，要能轻易地把浓度较深的 2Ｂ铅笔的印迹擦去，不要用那种外

表漂亮、造型多样但擦净效果差的产品。橡皮不能太柔软，因为这种软橡皮在擦拭时

方向不好掌握，而答题卡填涂点之间的间隔通常很小，很容易不小心把其他题目的答

案也擦掉。因此，最好选用那种软硬适中、擦净效果好的橡皮。 

81.修改主观题答案时要注意什么？ 

如需要对主观题答案进行修改，可用通用的文字修改符号将该书写内容划去，然

后紧挨着在其上方或下方写出新的答案。修改部分书写时与正文一样不能超过该题答

题区域的黑色矩形边框，否则修改的答案无效。修改书写部分时与正文一样，也要在

原题号规定答题区域内。 

82.遇到作图题怎么办？ 

作图题应先使用 2B 铅笔绘出，确认后，再用黑色签字笔描写清楚，作图的答案

扫描图像才可清晰可见。 

 

    十、志愿填报部分 

83.什么时候开始填报志愿？怎样填报志愿？ 

我市中考填报志愿时间一般为 6 月 24-26 日（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实行网上

填报志愿的方式。考生在规定时间登录中考管理系统填报志愿，确认志愿后不得再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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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中考志愿有几个批次？总共可以填多少所学校？ 

各类学校的志愿批次分为四批，考生应按批次顺序填报志愿。 

1.自主招生批。参加自主招生考查且考查成绩合格的考生，可填报相应招生学校

自主招生志愿。 

2.提前批。参加体艺特长术科考试且成绩达到招生学校合格线的考生可以填报相

应招生学校的特长生志愿。考生最多可填报两个特长生志愿。 

3.第一批。普通高中学校（含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考生可填报 6 个统招志

愿。其中： 

（1）第 1 至第 3 志愿限填报以下学校：珠海市第一中学、珠海市第二中学、珠

海市实验中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斗门一中、珠海市第一中学平

沙校区、广东实验中学珠海金湾学校、华中师范大学珠海附属中学。 对具有指标生

资格的考生，系统将在其所填报的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的统招志愿后，自动派生出

相应的指标生志愿。 

具备斗门区户籍、学籍的考生和具备斗门区学籍且符合报考公办普通高中条件的

随迁子女考生填报斗门一中志愿后，系统自动派生斗门一中面向斗门区招生的志愿。 

具备金湾区户籍、学籍的考生和具备金湾区学籍且符合报考公办普通高中条件的

随迁子女考生填报广东实验中学珠海金湾学校志愿后，系统自动派生广东实验中学珠

海金湾学校面向金湾区招生的志愿。 

具备高栏港区户籍、学籍的考生和具备港区学籍且符合报考公办普通高中条件的

随迁子女考生填报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志愿后，系统自动派生珠海市第一中学平

沙校区面向高栏港区招生的志愿。 

（2）第 4至第 6志愿限填报招生范围与考生户籍、学籍相对应的普通高中学校，

即： 

具有香洲区、高新区、横琴新区户籍、学籍的考生，可以填报珠海市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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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第四中学、田家炳中学和全市民办普通高中； 

具有斗门区户籍、学籍的考生，可以填报和风中学、田家炳中学和全市民办普通

高中； 

具有金湾区户籍、学籍的考生，可以填报田家炳中学和全市民办普通高中； 

具有高栏港区户籍、学籍的考生，可以填报田家炳中学和全市民办普通高中。 

具备斗门区、金湾区、高栏港区户籍与学籍的考生填报田家炳中学志愿后，系统

自动派生出田家炳中学面向斗门、金湾、高栏港区招生的志愿； 

4.第二批。中等职业学校，考生可填报 6个志愿。每个志愿最多可填报 4个专业。 

85.考生学籍与户籍不对应，如何填报学校？ 

如考生户籍与学籍不对应，珠海户籍考生按户籍对应学校报考，随迁子女考生按

学籍对应学校报考。 

86.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些什么？ 

（1）考生要熟悉中考招生政策，了解各学校报考条件、学校类型（普高/职高）、

办学性质（公办/民办）、招生范围、招生计划（统招生/指标生）、收费标准，减少盲

目性。 

（2）考生要根据户籍、学籍的不同，综合考虑自身的学习能力、家庭经济情况、

学校远近、住宿情况等，合理选择填报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

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等志愿。 

（3）考生要珍惜权利、多报志愿，不同批次、不同类别的志愿都要填报，谨防

出现仅报考一个志愿、一个批次的情况，争取被理想的学校录取。 

（4）考生及家长也要注意，若按所报志愿录取后，未报到入学者，将取消其录

取资格。 

87.家长如何对子女填报志愿提供合理的指导？ 

（1）加强理想教育，鼓励子女成才。家长在指导子女填报志愿时，应着眼于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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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子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成才观，不应局限于某一所学校，可结合时代发展的需求

和考生自己的条件，综合考虑。 

（2）充分考虑子女学习成绩和特长爱好。对符合子女条件和实际需要的志愿要

鼓励子女报考，不要被片面的某些热门学校、热门专业所束缚，对事业的热爱是成功

的第一步，要多从有利于子女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 

（3）要选择和子女条件相当的学校。家长要客观评价子女的成绩，不要低估，

更不要高估。挑选符合子女自身条件的学校是报考成功的关键因素，要杜绝不切实际、

好高骛远的行为。 

（4）要尊重子女意见，不搞包办代替。要听取子女意见，尊重他们的选择，不

能代填志愿，否则容易造成录取而不愿报到或报到后不努力学习的被动局面。 

（5）填报志愿前，应了解学校办学性质（公办或民办），知晓民办高中收费情况，

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合理填报学校。 

88.近两年我市各公办普通高中的统招分数线是多少？ 

学校 2017 年 2018 年 

市一中校本部 559 552 

市二中 540 528 

斗门一中 526(全市)/506（斗门） 515(全市)/499（斗门） 

市实验中学 510 496 

北师大珠海附中 497 484 

市三中 457 441 

市四中 441 424 

市一中平沙校区 

474（全市） 

 

/426（高栏港） 

458（全市） 

 

/405（高栏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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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实验中学珠海金湾学校 466（全市）/437（金湾） 452（全市）/428（金湾） 

和风中学 401 407 

田家炳中学 425（全市）/354（斗门） 
412（全市）/370（斗门、

金湾、高栏） 

 

    十一、成绩查询 

89.中考成绩什么时候可以查询？在哪里查询？ 

考试成绩 7月 2日公布，考生凭准考证号和密码登录中考管理系统查询。考生也

可通过珠海市教育局官方微信公众号“珠海特区教育”或毕业学校查询成绩。 

90.对中考成绩有疑问，该如何申请复查？ 

所有考生成绩均经过严格、细致评判，并经过多次核查、校对，如果仍然对成绩

有疑问可提出成绩复查申请。具体复查流程如下： 

对成绩有疑问的考生，须于 7 月 3日凭准考证到报名点（原初中毕业学校）登记

复查，经由报名点（学校）审核后在系统上提交成绩复查申请。社青类考生可到报名

点登记, 逾期不予受理。 

 评卷领导小组组织人员进行成绩复查,复查结果如有更改，由市、区招生考试部

门通知有关考生。复查结果无误的，不另行通知。 

91. 复查范围是哪些？ 

复查范围只限于答题有无漏评、漏记分、错记分、错分等项目，不涉及对评分标

准的掌握宽严问题。 

 

十二、录取 

92.录取结果什么时候公布？ 

2019 年 7 月 16 日前，公布自主招生、提前批特长生和第一批普通高中的投档分

数线， 2019 年 7 月 20 日前，公布录取结果。第二批中职技工学校的录取结果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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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日左右公布。 

93.考生如何查询中考录取结果？ 

考生可凭准考证号和密码登录中考管理系统查询。考生也可通过珠海市教育局官

方微信公众号“珠海特区教育”查询录取结果。 

94.考生成绩达到某校的分数线了，但未报该校志愿，可以申请转录吗？ 

只有填报了某校志愿，且中考成绩达到了该校录取分数线，才能被该校录取。未

填报志愿者，不能转录。 

95.已经被录取的考生，能否退档或者转录到其他学校？ 

按志愿录取的考生，不得退档或转录。考生若未按照录取学校规定的时间注册报

到，则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 

96.中考录取还有哪些规定？ 

（1）严格按照考生志愿进行录取，保障考生合法权益。 

（2）因志愿填报不合理而落选的考生，自行承担落选的责任。 

（3）按志愿被录取的考生，不得退档、不得自行更改录取学校。 

（4）录取后不报到的考生，视为放弃当年录取资格。 

97.查询到录取结果后，什么时候到学校报到注册？ 

招生学校负责通知考生报到注册，考生应留意学校通知，按规定及时报到注册。 

98.考生能否自行到某校就读？ 

我市中考招生实行计算机网上录取，全程采用电子档案。未经市招生考试部门批

准录取的学生，均不能在本市取得学籍，不发放高中毕业证书，不能在本市报名参加

高考。 

99.不参加中考能否被中职学校录取？ 

中职学校可根据自身的办学特点，并结合招生计划的完成情况，采取注册入学的

招生录取办法。但首先必须坚持在参加我中考的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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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足时，才可以采取凭初中毕业证书办理注册入学。任何学校不得在统一录取工作

结束之前擅自开展注册入学。 

100.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能否继续升学深造？ 

中职毕业生可以继续升学深造，如可以通过参加成人高考、高职类高考（3+专业

技能证书考试）以及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等方式继续升学深造。在我国升学途径日益多

样化的今天，读普通高中不再是参加高考的唯一方式。中职学生参加升学深造同时具

有考试科目少、读书成本低的特点。目前，我市公办中职校针对优秀学生均已开设高

职班。 

在我国日益加大各类高职招生比例和对高级技能型人才需求强劲的前提下，对于

目前学习成绩不十分理想而动手能力较强的考生，选择中等职业学校，无疑是一种进

退得当、攻守兼备的合适选择。 

 

由于内容较多、时间仓促，如有疏漏、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如市教育局有

新的政策，按新的规定执行。 

珠海市教育局中考工作咨询电话：2124373；办公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

112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