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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今年西安市民办“小升
初”招生录取政策的安排，6月11
日12时西安市正式公布民办小升
初网上申请面谈人数情况；33所
民办学校招生计划总数为 22810
人，计划面谈录取人数 10932人，
面谈申请人数39997人。

记者观察分布的统计数据
看，竞争较为激烈及面谈录取率
由低向高排列的前5个民办学校
依次是：西安西港花园学校（面谈
计划录取28人，面谈申请299人，
录取率9.4%）、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初中校区（面谈计划录取200人，
面 谈 申 请 1515 人 ，录 取 率
13.2%）、西安高新逸翠园学校（面

谈计划录取 56人，面谈申请 423
人，录取率13.2%），西安铁一中滨
河学校（面谈计划录取650人，面
谈申请 4128人，录取率 15.7%），
长安第一民办中学（面谈计划录
取324人，面谈申请1610人，录取
率20.1%）。

西安传统的五大热点民办
初中，除西安高新第一中学初中
校区外，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分校（面谈计划录取452人，面谈
申请 2188人，录取率 20.7%）、西
安铁一中分校（面谈计划录取
804人，面谈申请3735人，录取率
21.5 %）、西工大附中分校（面谈
计划录取 659人，面谈申请 2856

人，录取率 23.1%）、陕西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分校（面谈计划录取
246人，面谈申请 993人，录取率
24.8%）。

除此以外，长安兴国初级中学
（面谈计划录取439人，面谈申请
2120人，录取率20.7%）、西安高新
一中沣东中学（面谈计划录取360
人，面谈申请 1567 人，录取率
23%）、西安尊德中学（面谈计划录
取 360人，面谈申请 1430人，录
取率 25.2%）、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万科初级中学（面谈计划录取
255人，面谈申请 924人，录取率
27.6%），西安行知中学（面谈计
划录取 330 人，面谈申请 1164

人，录取率 28.4%）、西安交通大
学附属中学航天学校（面谈计划
录取 420人，面谈申请 1432人，
录取率 29.3%）、西安经开第一学
校（面谈计划录取300人，面谈申
请 1019人，录取率 29.4%）、西安
益新中学（面谈计划录取540人，
面 谈 申 请 1822 人 ，录 取 率
29.6%），都是家长和小学生在民
办“小升初”面谈中选择相对较为
集中的学校。

相关教育专家说，民办学校面
试报名情况差异大的成因复杂，这
与学校教育水平及质量的社会认
可度、学校地理和区域内教育资源
布局、办学硬软件实力、生源距离

学校交通及住宿情况、学校开办时
间长短、就读费用，相关公办直升
学位及所辖小区业主子女多少等
均有关系，家长在选择学校时会综
合上述因素选择。

6月 15日至 19日，相关区县
教育局、民办学校组织实施面
谈。面谈中不得出现任何形式
的考试或变相考试，不得含有奥
数内容。6月 20日当天 12时前，
各区县教育局通过西安市义务
教育招生入学管理平台和微信
公众号公布面谈录取名单，民办
学校同步在其门户网站或微信
公众平台公布。

本报记者张彦刚

西安公布民办“小升初”申请面谈结果

10932个学位吸引39997人面谈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为给农村贫困地
区学子有更多进入高校深造的机会，今年我
省继续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
生的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
项计划。其中国家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将在
单设本科批次分两段录取。

据悉，单设本科批次面向陕西省国家级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区）、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区）、省级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
（区）定向招生，分A、B两段，采用平行志愿模
式并单独填报。

单设本科A段为国家专项计划，设置 6
个院校志愿，排列顺序为A、B、C、D、E、F，每所
院校设6个专业志愿，同时设有“愿意录取到
其他专业”的调剂表态栏。单设本科B段为
地方专项计划，设置4个院校志愿，排列顺序
为A、B、C、D，每所院校设6个专业志愿，同时
设有“愿意录取到其他专业”的调剂表态栏。

考生报考单设本科批次的条件按有关文
件规定执行，经县（区）招委会资格审查并公
示合格的考生可以填报该批次志愿。该批次
录取结束后，省招办将公示录取考生名单。
如有举报且经查实存在资格造假等违规行为
的，取消录取资格，同时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
责任。

而高校专项计划则和自主招生、高水平
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等分A、B两段填报在
院校所在普通批次之前的专门栏目。其中，A
段为自主招生、高水平艺术团和高水平运动
队招生，设1个院校志愿，每所院校设6个专
业志愿，仅供符合条件并已公示的考生填报。

B段为高校专项计划，设1个院校志愿，
每所院校设6个专业志愿，仅供我省65个国
家及省级贫困县（区）通过资格审核和相关高
校考核合格且公示的考生填报。A、B两段均
设“愿意录取到其他专业”的调剂表态栏。

致：陈杰先生
您于2019年 4月 12日订购我

司开发的“林溪美墅二期”项目【1-
11706】号商品房。因您并未按照
《商品房预定合同》第三条第1款之
约定交纳首付款并签订《商品房买卖
合同》及附件和相关购房资料，我司
已向您寄送催告函及解约通知书。

现再次通知您与我司之间签订的
《商品房预定合同》解除，定金不予退
回。我司有权将上述房屋另行出售。

特此公告！

解约公告

陕西乾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致：董菊蓉女士
您于2019年 4月 10日订购我

司开发的“林溪美墅二期”项目【1-
10309】号商品房。因您并未按照
《商品房预定合同》第三条第1款之
约定交纳首付款并签订《商品房买卖
合同》及附件和相关购房资料，我司
已向您寄送催告函及解约通知书。

现再次通知您与我司之间签订的
《商品房预定合同》解除，定金不予退
回。我司有权将上述房屋另行出售。

特此公告！

解约公告

陕西乾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2019考试季

单设本科批次
分两段录取

我省高考阅卷开始

网上阅卷实行“一题多评”
记者昨日从省招生办了解到，6月9日起我省网上阅卷工作陆续开始，高考成

绩及分数线6月24日12时公布，为确保考生及家长最为关心的高考阅卷和成绩

的准确性，高考网上阅卷将实行“一题多评”。

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
解到，网上阅卷是以计算机
网络技术和图像技术为依
托，将人工评卷经验与现代
信息技术相结合，以控制非

选择评卷误差为目标的无纸
化评卷的方式，其实质是利
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辅助人工
评卷。评卷系统采用先进的
计算机技术，图像处理技术、

条码识别、网络安全、OMR信
息识别等技术，将传统的直
接在纸质答卷上评卷给分，
改在计算机上进行，阅卷者
不再接触考生的纸质答卷，

而是根据计算机上显示的考
生答题原始图像进行评卷，
最大程度减少了阅卷过程中
的人为干扰，整个阅卷过程
实施网络管理和控制。

选择题的评阅，答题卡上
的涂点无须人工评阅，由评
卷系统对照标准答案统一自

动评阅给分。
为确保对考生答题卡涂

点的准确识别，系统采用不

同的方式对涂点信息进行识
别比对。

识别比对一致的，再按照

评分标准确定是否给分，这
样就保证了选择题阅卷的准
确性。

选择题 :阅卷系统自动评阅自动给分

非选择题的阅卷，首先将
统一收回的考生答题卡，使用专
用的扫描设备扫描后，存入专用
服务器中，完成将答题卡上的信
息内容转化图像信息。随后将
存储在服务器上整张答题卡的

图像信息，依照一个小题一个模
块进行切割。阅卷过程中，每个
阅卷者在阅卷系统上只能看到
自己负责批阅试题答案信息，看
不到其他试题作答信息，也看不
到是哪个考生所答。

同一学科阅卷开始后，评
卷系统会将全省数十万份同一
道试题的答案图像，随机发送
到评阅这一道试题的评卷教师
的电脑上，评卷者根据事先研
究统一制定的评分标准，对计

算机屏幕上弹出的答题图像信
息进行评阅，得分通过计算机
键盘直接输入到评分系统中，
评分结果直接输入计算机，最
后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全卷分数
合成等工作。

非选择题：阅卷者仅能看到自己所阅题目图像

为保证阅卷准确，网上评
卷实行“一题多评”，某一个考
生某一道答题在某时某刻由哪
一位评卷员评阅，给分多少等
信息在评卷系统服务器上都有
详细记录。

为消除阅卷评分误差，每

题每个考生作答的试题答案，
由阅卷系统随机发送给不同评
卷者，由背对背不同的评卷教
师、依照事先确定的评分标准
独立评卷给分。即在此过程
中，计算机评卷系统会将考
生的答题图像随机发送给评

卷员，对每个考生每道答题
进行多次（最少两次）评阅，
任何一个评卷者根本就不知
道电脑屏幕上考生的答题是
第几次评阅，前者给了多少
分。不同评卷者输入该题得分
后，评卷系统自动判断，若两个

人的评判分值差不超过规定的
允许误差值（通过试评为每道
试题答卷确定有允许误差参
数），则取两人给分的平均分作
为最终得分。若超出了误差范
围，系统会自动交第三人评阅。

确保准确：实行“一题多评”

然后，再将第三位评卷员的给分
与前两位评卷员的给分进行对比，这
一对比可能出现的四种结果及其处
理办法：如果新产生的两个差值其中
一个差值没有超过允许误差值，就取
产生此差值的一对分数的平均值为
该题最终得分；如果新产生的两个差
值不相等且均没有超过允许误差值，
就取产生较小差值的一对分数的平

均值为该题最终得分；如果新产生的
两个差值相等且没有超过允许误差
值，就取较大一对分数的平均值为该
题最终得分；如果新产生的两个差值
均超过了允许误差值，系统则将该答
题发送给评卷中心组的专家，由专家
按规定程序进行评阅。

以上模式真正实现了一题多评，
而且多评过程中，任何一人给分不受

他人给分的影响，确保个人根据自己
掌握的标准客观公正地给分，同时有
效控制了不同评卷员主观认识上的
差异导致的评卷误差。

阅卷结束，系统则按照考生基本
信息和答题图像对应的绑定关系，将
非选择题的分数与选择题的分数合
成，形成考生该科目的高考成绩。

本报记者 张彦刚

网上阅卷评分误差四种情况这样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