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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 2017 年本科招生宣传工作培训会

根据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目标，针对今年我省一本批次
招生计划数增加近 700 人的情况，为了进一步加大招生宣传力
度，巩固并提升生源质量，6 月 20 日上午，学校在大学生活动
中心一楼半多媒体教室召开 2017 年本科招生宣传工作培训会。
招生就业处处长侯贵生、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黄慧、免费师范生院
副院长周其国，“专人盯校”负责人、招生就业处全体工作人员
参加会议，会议由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罗鹏主持。
侯贵生对今年本科招生宣传工作作了全面的培训，重点解读
了我省今年招生录取的政策调整、我校专业录取原则、今年主要
招生政策、有关财务规定、志愿填报建议等，就去年招生总体情
况和今年招生录取有关数据作了通报和解释，就招生宣传的十大
重点内容作了介绍和分析。
黄慧就今年国际教育学院专业调整、培养方式及办学特点等
情况作了介绍，周其国就免费师范生有关政策及今年首届毕业生
就业情况作了通报。
今年，学校针对以往生源情况，在全省遴选了 70 所中学作
为“专人盯校”对象，
“升学在线”安排 6 路共 48 所中学进行集
中时段宣传，并委派国际教育学院对其他 30 所去年一本线上学
生超过 100 人的中学进行连片宣传，使招生宣传工作实现“点－
线－面”立体式全覆盖。另外，为了进一步夯实招生宣传工作成
效，为今后此项工作的改革优化掌握第一手素材信息，今年还分
成 4 个片区对所有招生宣传的中学进行不打招呼式督查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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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 2017 年普通本科招生录取工作会
6 月 21 日下午，学校在白鹿会馆二楼召开 2017 年普通本科
招生录取工作会，校纪委书记贾俊芳出席，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负责人，各学院党委副书记，招生就业处全体工作人员
参加，会议由副校长刘俊主持。
贾俊芳传达了国家、省教育厅招生录取工作“30 个不得”
“五
项承诺”
“六不准”
“十严禁”
“十公开”等 61 条纪律要求，并从
三个方面对做好今年学校招生就业工作提出了纪律要求，即：一
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招生录取工作的责任感；二要加强学
习教育，严明招生录取工作纪律；三要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强
化监督问责力度。
刘俊简要介绍了当前招生工作的形势，就进一步做好学校
2017 年招生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做到
保安全、严管理、促工作；二是坚持抓早、抓严、抓实、抓细的
“八字”工作要求，提前谋划、统筹安排，依法治考、从严治招，
研判形势、细化完善应急预案；三是进一步强化招生录取工作的
规范管理，严格执行高招录取有关政策，注意信息安全等。
会上，招生就业处负责人对今年招生录取工作的新形势、新
政策、新要求等作了全面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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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2017 年提前批次及国家专项录取基本完成

7 月 8 日开始，我校本省提前批次音乐类专业及国家专项
录取工作陆续展开。
今年，我校在江西省提前批次艺术类专业志愿填报仍为传统
的梯度志愿，我校音乐类招生计划 32 人，预录取 18 人，目前只
完成招生计划数的 56.25%%，有关录取工作仍在进行。
国家专项本科批次继续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我校全部一次性
投档满额。执行一本线的共录取 150 人（2016 年为 110 人）
，完
成招生计划数的 100%，其中文史类 65 人（2016 年为 55 人）
，
录取最高分 564 分（2016 年为 547 分）
，最低分 542 分（2016 年
为 529 分）
，投档线高出一本线 9 分，在去年的基础上提高 3 分；
理工类 85 人（2016 年为 55 人）
，录取最高分 550 分，最低分
519 分，投档线高出一本线 16 分，在去年基础上提高 3 分。执
行二本线的共录取 45 人（因专业不服从调剂退档 5 人）
，其中文
史类 23 人，理工类 22 人，投档线分别高出二本线 69 分、78 分，
分别在去年基础上提高 3 分和 5 分，接近省一本控制线；其中文
史类录取最高分 547 分，最低分 527 分；理工类录取最高分 516
分，最低分 500 分。
尽管执行一本线的招生计划数比 2016 年增长 36.4%，投档
控制线仍继续攀升，但专业冷热程度相差较大，如小学教育（师
范类）
、历史学（师范类）
、通信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等专业，
一志愿报考率偏低；汉语言文学（师范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
范类）
、化学（师范类）等专业，一志愿报考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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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2017 年省外一本批次生源质量继续提升

截至 7 月 15 日，学校已完成对福建提前批、广西一本批、
广东一本批、江苏一本批的录取工作。从录取结果来看，截至目
前，今年省外生源质量有较明显提升，分别体现在：
福建提前批共投放 35 个招生计划（文史 15 个、理工 20 个），
比去年增加 2 个计划。虽然执行的是二本线，但文史类投档最低
分为 507 分，比省控一本线高 18 分，在去年基础上提高 6 分；
理工类投档最低分为 461 分，比省控一本线高 20 分，在去年基
础上提高 17 分；
广西一本批共投放 13 个招生计划（文史 10 个，理工 3 个）
，
比去年增加 1 个计划；文史类最低投档线 500 分，比省控一本线
高 27 分，在去年基础上提高 14 分；理工类最低投档线 551 分，
比省控一本线高 16 分，与去年持平；
广东一本批共投放 200 个招生计划（文史 63 个、理工 137
个）
，比去年增加 31 个计划；文史类最低投档线 526 分，比省控
一本线高 6 分，在去年基础上提高 6 分；理工类最低投档线 499
分，比省控一本线高 14 分，在去年基础上提高 20 分；
江苏今年首次在一本批进行招生，共投放 27 个招生计划（文
史 12 个、理工 15 个）
，比去年增加 6 个计划；文史类最低投档
线 336 分，比省控一本线高 3 分；理工类最低投档线 331 分，与
省控一本线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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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来说，主要呈现出三个变化或特点：一是实际招生计
划数增加；二是均为一次性投档满额，且为一本线上录取生源；
三是最低投档线与对方省控线的线差有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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