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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高考报名 12 月 1 日开始
本报讯（记者 莫青）记者从省招办获

悉，我省 2016 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开始，
报名时间为 12 月 1 日至 10 日。 省外就读
高中应届毕业生待放假后到户口所在地
招办报名，艺术类考生须按时报名。

省招办在 11 月底前向考区招办提供
报名程序（高考报名程序、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库核对程序）、报名用表格。

各考区招办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上报
考生数据。 进入省级数据库后，只接受更
改，不接受补报。

报名工作由考区招办负责。 户口在就
读中学所在州 （县区） 的应届高中毕业
生，由所在学校报名初审，再由考区招办
复审；省内跨地区就读高中毕业生回户口
所在州（县市）招办报名（西宁市四区内
户籍的应届毕业生在就读中学报名）；往
届高中毕业生和省外就读高中毕业生到
户口所在州、县（区市）招办报名。

省内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准在非户籍
地报名；往届高中毕业生不准在补习学校
或原毕业中学报名；省外就读高中毕业生
不准在省内中学报名，否则将取消考试或
录取资格。

同一考生在不同考区重复报名的将
取消考试资格。

报考“对口高职”的应届中职毕业生
在就读学校统一报名，由学校负责资格初
审， 由学校所在辖区招办复审并安排考
场；往届中职毕业生到户口所在地招办报
名。

考生须提供的报名材料： 户口簿、身
份证、就读学校的证明（证明是否应届高
中毕业生、 高中学考所有科目是否考完、
能否毕业）、家长单位证明（在青高考资
格审查用）。 往届生还要提供补习学校的
证明 （在家复习的由家长单位出具）、往
年在我省参加高考的档案 （含报名表、资
格审查表、高中学考成绩单、高中阶段学
籍档案纸介质材料等）。

●体育专业考试报名
体育专业考试报名工作由青海师范

大学承担（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省招办
负责政策落实和监督指导。

参加体育专业考试的考生，由所在中
学或考区招办出据报考证明（写清楚参加
2016 年高考报名的考生号），考试具体事
宜由青海师范大学公布。

体育专业考试不合格者，按普通类编
排考场 （中职毕业生按 “对口高职”编
排）。

●艺术专业考试报名
参加高校单独组织的艺术类“校考”

的考生，由考区招办出据报考证明。 报考
证明上要写清楚参加青海省 2016 年高考
报名的考生号，粘贴一张小二寸半身照片
并加盖考区招办的骑缝章。

参加由我省组织的艺术类专业“省级
统考”的考生，专业考试报名、专业考试地
点在青海师范大学。 报考时，由考生所在
中学或考区招办出据证明（写清楚参加青
海省 2016 年高考报名的考生号）。 其他具
体事宜另行通知。

艺术类专业考试不合格者，按普通类
编排考场（中职毕业生按“对口高职”编
排）。

●高职院校单考单招
高职院校单考单招计划纳入院校年

度招生计划总数内，未完成的计划转入之
后按高考成绩和省招委确定的分数线录
取的招生计划中。

单考单招的生源是普通高中毕业生、
中职毕业生。 中职毕业生所报考的专业须
与中职阶段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

我省各高职院校单考单招《简章》由

院校公布。
高职院校可单独或联合组织文化课考

试，也可结合学生的高中学考成绩，只组
织以职业技能测试为重点的相关考核。

单考单招工作在 2016 年 4 月底前完
成录取并向省招办注册名单。 2016 年 5 月
10 日前院校派人到省招办普招处做计划
转接工作。

单考单招考生被录取后， 不允许再参
加全国统一高考，未被录取的考生可继续
参加全国统一高考。

●报名考试费
文化课考试费每名考生每科次缴纳

23 元，按五科次缴纳（综合科目按两科次
收取），蒙文、藏汉双语考生加收少语文考
试费。 文化课考试费由考区招办收齐后，
按 每 生 每 科 次
16 元标准缴省
考试管理中心财
务科。

艺术、 体育
专业考试费、填
报外语专业考生
口试费， 由青海
师范大学按照省
有关部门批准的
标准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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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晴 -1℃～12℃
西海 多云 -7℃～4℃
德令哈 晴 -5℃～5℃
格尔木 晴 -3℃～9℃

省域主要城镇省域主要城镇
湟中塔尔寺 晴 -3℃～8℃
循化孟达天池 晴 2℃～14℃
互助北山森林公园 晴 -4℃～9℃
尖扎坎布拉森林公园 晴 1 ℃ ～12℃
贵德玉皇阁 晴 0℃～12℃

主要旅游景点主要旅游景点

0℃～20℃

今天白天
10月 28 日

10月 29 日
3℃～16℃

-2℃8℃
西

宁 阵

阵雨转晴 -6℃～14℃

今天白天
11月 18 日

11月 19 日
-6℃～12℃

-2℃~12℃晴
西

宁 晴

晴

西宁今日生活指数
人体舒适度 晨练指数

2级，适
宜晨练。

紫外线指数
2级，强

度弱， 可采取
一些防护措
施。

交通安全
天气指数

1级，对
交通影响不
明显。

西宁今日生活指数
人体舒适度 晨练指数

-2级， 感到
偏凉。

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5年 11月 16日

青海省销售总额：587292 元 中奖总金额：218901 元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公告
第2015313期
中奖号码
0 0 8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 3
组选 6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通选一等奖
通选二等奖

和数
1D

猜 1D 中 1
猜 1D 中 2
猜 1D 中 3

2D
猜 2D 两同号
猜 2D 两不同

猜大小
猜三同
拖拉机
猜奇偶

中奖注数
177
95
0
1
0
0
0
0
5
2
11
0
0
0
1
19
10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23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184080
32870
0
693
0
0
0
0
105
46
110
0
0
0
104
703
190
0
0
0
0

本报讯（记者 莫青）记者从省招办获
悉，省外在青务工人员随迁（读）子女就
地高考报名录取要符合相关规定。

省招委 《关于对执行青教招委字
〔2000〕007 号文件的补充通知》中规定：
考生父母双方或一方及考生本人户口迁
入我省满五周年（高考前）；家长在青从
事工商经营注册手续满五周年；考生在我
省就读高中满三年并从高中一年级起参
加了我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可以报考省
内外普通大中专学校。 否则， 不予报考。
（简称“两五一三”条件）

《青海省普通高考报名条件补充规定
（暂行）》明确了只要具有我省户籍、在我
省就读了高中的学生均可在青参加高考，
并按照落户年限参与不同批次院校的录
取。 具体有四项条款：

（一）考生及其父母双方或一方在青
落户三年以上、不满五年（高考前）；考生
在我省就读高中满三年并参加了我省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可以在我省参加高考并
按照我省录取控制分数线， 参与省内、外
三本及以下院校的录取。

（二）考生及其父母双方或一方在青
落户一年以上、不满三年（高考前）；考生
在我省就读高中满三年并参加了我省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可以在我省参加高考并
按照我省录取控制分数线，参与青海省内
三本及以下院校的录取。

（三）考生及其父母双方或一方在青
落户不满一年（高考报名前）；考生学籍
在高考报名前转入我省并在我省就读高
中一年以上。 可以在我省参加高考并按照
我省录取控制分数线，参与青海省内高职
高专院校的录取。

（四）采用原户籍省（市、区）分数线
参与青海省内相应批次院校的录取。 条件
是：考生及其父母双方或一方在高考报名
前已在我省落户、学籍在高考报名前已转
入我省，可以在我省参加高考，但要采用

其原户籍迁出省（市、区）各批次录取最
低控制分数线，参与青海省内相应批次院
校的录取（考生原籍省（市、区）高考科目
与我省高考科目一致，如不一致则按照我
省高考分值折算）。

省招委《关于省外在青务工人员随读
子女在我省高考报名录取条件补充条款
的通知》，明确了在我省没有户口，但持
有我省“蓝印户口”或“居住证”的省外
在青务工人员随读子女在青高考的条款
是：

考生父母和考生本人户口未迁入青
海，不符合“青招委〔2011〕42 号”文件规
定的在青高考报名录取条件， 但考生父母
确在我省务工或经商，且在我省办理了“蓝
印户口”或“居住证”，考生本人高中阶段
在我省就读并毕业的， 可以在我省参加高
考，并按照我省确定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参
与青海省内高职院校、省内外中职学校（中
专、职业学校、技工学校）的录取。

★相关新闻★

随迁子女在青高考报名录取有规定

省第五人民医院
整体迁建项目开工
本报讯 （记者 何耀军 通讯员 杨

君芝） 11 月 16 日， 青海省第五人民
医院（青海省肿瘤医院） 整体迁建项
目开工奠基仪式举行。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前身为西宁
铁路医院， 始建于 1960 年。 2004 年，
西宁铁路医院移交青海省卫生厅管
理 ， 更名为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 。
2013 年，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青海
省肿瘤医院） 被列为西宁火车站综合
改造项目拆迁搬迁对象。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 （青海省肿
瘤医院） 整体迁建项目规划用地 108
亩， 本着规划先行， 整体规划， 分步
实施的原则， 先行一期项目。 一期项
目占地 43 亩， 总建筑面积 9.6 万平方
米 ， 总投资 7.7 亿元 ， 总规划车位
1200 个 ， 设电梯 26 部 。 建筑高度
99.9 米， 地上 22 层， 地下 3 层， 设置
床位 800 张， 工程预计 2018 年 9 月竣
工。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 （青海省肿
瘤医院） 的新院投入使用后， 将进一
步改善肿瘤防治基础设施条件， 为保
障全省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满足肿瘤
疾病患者诊疗、 康复提供优质的医疗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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