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名信息采集表 
   
表一:                                              市        县（市、区） 

考籍号  报名点代码  学校代码  

姓  名  性 别 □1-男  □2-女 班级代码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民 族 □汉族    □其他民族：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证件：               

证件号码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中共预备党员  □共青团员  □群众  □其他组织全称：        

选考外语语种 
（单选） □1-英语   □2-俄语   □3-日语   □4-德语   □5-法语   □6-西班牙语 

毕业中学 
（全称）  

考生类别 
（单选） □1-城镇应届     □2-农村应届     □3-城镇往届     □4-农村往届 

毕业类别 
（单选） □高中     □中师     □中专     □职高     □技校     □其他 

报考科类 
（单选） 

□文科类          □理科类           □艺术类          □体育类 
□艺术兼报文科类  □艺术兼报理科类   □体育兼报文科类  □体育兼报理科类 

选修 
科目组 

□45-物理、化学   □47-物理、地理   □48-物理、政治   □49-物理、生物 
□65-历史、化学   □67-历史、地理   □68-历史、政治   □69-历史、生物  
□00-不参加选修科目考试（即艺术、体育类考生不兼报文科或理科类) 

户籍所在地       市      县（市、区）    乡
（街道、镇）        移动电话  其他电话  

录取通知书 
邮寄地址  邮编  收件人  

自何年何月 至何年何月 内    容 职 务 证明人 

     

(

最
后
学
历
起
） 

个
人
简
历      

有何特长 
（含标点限 32 字以内） 

 

奖惩情况 
（含标点限 50 字以内）  



 

体育专业 
省统考 

（单选） 

□200m        □400m       □1500m      □3000m(女)    □5000m(男)  
□110m 栏(男)   □100m 栏(女)  □跳高        □跳远         □三级跳远 
□铅球        □铁饼        □标枪        □篮球         □排球 
□足球        □乒乓球      □武术        □体操         □健美操   
□羽毛球                   (未注明性别的,男、女均可填报) 

艺术专业 
省统考 □美术省统考          □音乐省统考         □广播电视编导省统考 

艺术专业 
高校校考 

□美术类          □音乐类         □舞蹈类       □艺术史论等理论类 
□广播电视编导类  □播音与主持     □表演类       □其他专业类别 

民族中学 
（单选） □1-西藏班考生        □2-新疆班考生 

体育单招 
（单选） 

□运动训练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不参加全国统考和统招,由院校单独招生) 

职教师资 报考院校名称:                            (不参加全国统考和统招,由院校单独招生) 

以下为残疾考生填写 

残疾证号  残疾等级  

残疾类别 
□1-听力残疾    □2-视力残疾   □3-言语残疾    □4-肢体残疾 

□5-智力残疾    □6-精神残疾   □7-多重残疾    □8-其他 

残疾单招 报考院校名称:                         (不参加全国统考和统招,由院校单独招生) 

考生如需参加 2020 年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考试还必须填写以下栏目 

文化科目 
（多选） 

□4-物理          □5-化学         □6-历史  
□7-地理          □8-政治         □9-生物    本次报考 

必修科目 信息技术 
（单选） 

□1-网络技术应用           □2-多媒体技术应用  
□3-算法与程序设计 VB      □4-算法与程序设计 JAVA 

经核，以上内容准确无误。               考生（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以下栏目由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填写 

道德品质 □合格                  □不合格  

公民素养 □合格                  □不合格  

交流与合作 □合格                  □不合格  

学习能力 □ A        □ B        □ C        □ D 

运动与健康 □ A        □ B        □ C        □ D 

综合素质评
价(单选) 

(凡得 A 等第的

学生 ,必须有突

出表现的有效

记录,否则,视为

无效) 
（仅限应届毕业生） 

审美与表现 □ A        □ B        □ C        □ D 
考生评语 

[由考生所在学
校或单位（无工
作单位的由乡
镇或街道办事
处）填写，含标
点限 40 字以内] 

学校或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表二: 

退役军人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 □二等功臣 □战区(原大军区)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                    

英烈子女（单选） □革命烈士子女         □公安英烈子女  

侨台生（单选） □归侨    □归侨子女   □华侨子女    □台湾省籍  

少数民族 民族：                                （报考省属高校享受加分政策） 照  

顾  

对  

象 

同等条件 
优先录取 

□退出部队现役者 □平时二等功或战时三等功军人子女 □因公牺牲军人子女    
□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 □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二类以上

岛屿工作满 20 年军人子女 □四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或特类岛屿工作满 10 年军

人子女 □在飞或停飞不满 1 年或达到飞行最高年限空勤军人子女 □舰艇工作满

20年军人子女 □航天和涉核岗位工作满15年军人子女 □残疾人民警察  □公安

英模和因公牺牲公安民警子女  □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 
□受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省级以上部门表彰的见义勇为人员或其子女 
□经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系统认定获得 5A 级青年志愿者的考生 
□综合素质评价中，考生“学习能力”、“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单项达到 A
级且其他三项（道德品质、公民素养、交流与合作）均为合格 

自主招生 
综合评价 
报考意向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河海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江南大学 □苏州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外省自主招生院校   
□综合评价试点高校       

等级 □一级运动员及以上        □二级运动员 

高水平运动队 
项目 

□田径      □游泳      □篮球      □排球   □足球  
□乒乓球    □网球      □羽毛球    □健美操  □武术 
□射击      □定向越野  □棒垒球    □棋牌     □击剑 
□跆拳道    □其他 

高水平艺术团 □音乐类      □舞蹈类      □戏剧类  

注:  1.  考生如申报“照顾对象”中的有关项目，请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前按当地招生考试机构规

定时间填报《享受照顾政策考生情况登记表》(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须向当地侨务部门

或招生考试机构领取专门表格)，并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相关主管

部门及省市招生考试机构审核通过，并经省教育考试院公示无异议后，方可享受有关照顾政

策｡ 逾期不予受理｡“照顾对象”中的照顾项目和照顾政策，以经省招委会批准的我省 2020 年

招生政策为准。 
2.综合素质评价等第由各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加入考生电子档案中。 
3.表二相关内容不通过本表采集，意在提醒有关考生关注相关政策，请考生仔细阅读并注意

留存。其中：①经教育部、省教育厅批准的部分院校可以进行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录取试点，

有关招生政策请考生直接向院校招办咨询或登录院校网站查询。有关招生录取办法，以经省

招委会批准的我省 2020 年招生政策为准。②如申报高校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请直

接向报考高校报名，同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招生院校审核、测试合格，并经教育部和省

教育考试院公示无异议后，方可享受有关政策。 
4.如教育部等有新的规定，按新规定执行。 



 

 

《江苏省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名信息采集表》 

填写说明 
 

《江苏省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名信息采集表》中的

信息是考生电子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重

要依据之一。考生必须如实填写，并认真核对无误后由本人签字

确认。凡因考生本人填写失误或不按规定时间签字确认本表信息

而对录取造成的不良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信息采集表分表一

和表二，表一信息采集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4 日，具体时间

以当地招生考试机构通知为准，考生切莫错过；表二中各项目的

信息采集时间按有关规定执行。 

现将有关填表注意事项说明如下： 

1.考籍号、报名点代码、学校代码：在领取本表时由报名点

提供[借考生、往届生及社会考生的报名考籍号、报名点代码、

学校代码由报名地的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提供]，考

生负责填写。如果需要填写班级代码的，应统一设置为两位数字。 

2.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必须与户口簿、身份证一

致（户口簿上姓名与身份证上不符的，必须在报名前到当地公安

部门办理相应的更改手续）。年份填写四位数字，月份和日期不

足两位的，分别在月份和日期前补“0”（如 1989 年 5 月 6 日，应

填写为 1989 年 05 月 06 日）。 



 

3.证件号码：一般考生填写 18 位身份证号码。其他人员填

写相应证件号码。 

4.毕业中学：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填写取得毕业证书的学校

全称，往届生以及中专、职高等毕业生填写市、县（市、区）招

生考试机构指定的名称。 

5.报考科类：根据本人所选择的学习领域和学习模块，结合

本人实际情况慎重选择报考科类。报考科类应与学业水平测试报

考时所填报的科类相一致，在高考报名时原则上不得更改。 

6.选修科目组：根据选定的报考科类选择对应的报考科目

组。 

7.户籍所在地：必须与户口簿一致（涉及区划调整导致户籍

发生变更的，必须及时到当地公安部门办理相应的更改手续），

须如实、准确、详细填写市、县（市、区）、乡（街道、镇）、村

或居委会。 

8.联系电话：指录取期间（7-8 月）每天 24 小时内均能直接

联系到考生本人或家长的电话号码(包括移动电话和其他电话，

固定电话须含区号，如 051186652875，最长不得超过 16 位数字)。

如填写学校、单位等无人值守的电话号码，或因电话关机、停机

而使有关部门无法及时联系考生而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

责。 

9.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最多不超过 40 个汉字）、邮政编码、

收件人：指考生本人能最快、最可靠、最直接收到录取通知书的



 

邮寄详细地址及邮政编码、收件人，以防止通知书遗失、被他人

窃取或冒领等情况的发生。 

10.简历：考生从最后学历起填满两栏，起止年份必须填写 4

位，月份不足两位的在月份前补“0”（如：2007 年 09 月）。职务

一栏必须填写，如不担任职务，必须填写“学生”。 

11.奖惩情况：填写高中阶段起所受到的主要奖惩情况（获

奖情况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该项内容须经考生所在学校或单

位审核。 

12.本次报考必修科目：请考生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慎重

选择需参加学业水平必修科目测试的具体科目。文化科目可以全

选，信息技术只可选一个模块。 

13.综合素质评价：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道德品质、公民素

养、交流与合作三方面的评定，凡符合标准者，可评为合格。学

习能力、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三方面评定等第，分 A、B、

C、D 四级，凡得 A 等第的学生，必须有突出表现的有效记录，

否则视为无效。综合素质由考生所在学校如实评价，评价结果由

各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直接加入考生电子档案中。 

14.考生评语：由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无工作单位的由乡

镇或街道办事处）等如实评价，评价结果由各市、县（市、区）

招生考试机构直接加入考生电子档案中。 

15.照片采集说明：如考生在参加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考

试报名时已经采集过照片，在高考报名时可不再进行照片采集；



 

如未参加过照片采集、已采集的照片与本人差异性较大的、已采

集的照片不符合人脸识别参数的，须在高考报名时采集照片，以

便参加高考时使用。 

16.“少年班”考生：指高二及以下年级的中学生报考经教育

部批准的可招收少年班的普通高校。考生须提供有关高校同意报

考的证明材料，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方可接受其报名

并采集报名信息。“少年班”考生必须填写表一。 

17.残疾考生须填写残疾证号、残疾类别等信息。 

18.本表内容须慎重填写，一旦确认，不得更改。表中单选

项目如多选作无效处理。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址：www.jseea.cn     

网上报名网址：pgbm.jseea.cn 

  

                                                                     



 

 
江苏省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借考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考籍号  

毕业中学  考生类别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学业水平测试考籍所在地  

借读学校名称及地点  

申 请 

借 考 

理 由 

 
 
 

考生（签字）：            

年     月     日 

报名点 

审  核 

意  见 

 
 

 
报名点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借考地 
县（市、 
区）招 
办审核 
意见 

 
县（市、区）招办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注：考生办理借考手续时，须携带户口簿、身份证、毕业证书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经报名点

审核并签署具体意见后报所在地县（市、区）招办审核同意后方可办理相关报名手续。 



 

 

2020 年来苏务工就业人员随迁子女高考报名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学籍所在地           县（市、区） 学籍编号  
现居住地  联系电话  

起止时间 就读普通高中名称 班主任签名 校长签名 
    
    

考生 
基本 
信息 

高中 
学习 
经历 

    

姓  名  
工作单位 

（就业单位） 
 

身份证号码                   

监护人 
基本 
信息 

现居住地  联系电话  

考生 
申请 
理由 

 
 

申请人（签名）：             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考生就

读中学

所属教

育行政

部门学

籍审核

意见 

 
 
 
 
审核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

区）招 
生考试 
部门审 
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清单： 
1．身份证明：考生本人二代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2．稳定住所证明：包括房屋产权证、房屋买卖或租赁合同、或考生和其监护

人在我省的暂住证（居住证）等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 
3．监护人就业证明：由监护人在我省的就业单位或所在社区（村委会）出具

的就业证明原件。 



 

 
江苏省 2020 年享受照顾政策考生情况登记表 

 
         市         县（市、区）      考籍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年     月 

户籍所在地 
            县（市）    乡      村     组 
       市 
            区          街      号 

辖 区 派

出所 

 
 

考生类别 □城应 □农应 □城往 □农往 照顾类型  

毕业学校或 
工作单位 

 

基本情况 
说明 

 
                               
 
考生签名                     年         月        日 

县（市、区）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主管部门审核盖章    审核人（签章）             年    月    日 

市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主管部门审核盖章    审核人（签章）             年    月    日 

市招办 
审核意见 

 
 
 
市招办审核盖章    审核人（签章）             年    月    日 

省教育考试院

审核意见 

 
 
 
省教育考试院审核盖章  审核人（签章）             年    月    日 

注：具体要求见填表说明。 



 

《江苏省 2020 年享受照顾政策考生情况登记表》填表说明 
 

一、本表填表对象：烈士子女，少数民族考生，台湾省籍考

生，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被战区

（原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退出部队现役

的考生，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军人的子

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驻国家

确定的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

二类以上岛屿工作累计满 20 年军人的子女，在国家确定的四类

以上艰苦边远地区或者解放军总部划定的特类岛屿工作累计满

10 年军人的子女，在飞或停飞不满 1 年或达到飞行最高年限空

勤军人的子女，从事舰艇工作满 20 年军人的子女，在航天和涉

核岗位工作累计满 15 年军人的子女，残疾人民警察，公安英模

和因公牺牲公安民警子女，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

受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省级以上部门表彰的见义勇为人员或

其子女，经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系统认定获得

5A 级青年志愿者的考生，符合《应急管理部、教育部关于做好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

（应急〔2019〕37 号）规定的优待对象范围的考生。以上考生

须在“照顾类型”栏中注明。 
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不填本表，须向当地侨务部门或

招生考试机构领取专门表格。 
二、考生到高考报名点领取此表，认真填写“基本情况说明”

及以上栏目，并按照当地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程序，提供有关证

件（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供审核。填写完毕与有关证件（证明）



 

材料一并交领表处，交表时间：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含“三侨

生”），逾期不予受理。 
三、各市招生考试机构须在经核准的复印件以及本表相应栏

目内签署意见并盖章，将复印件及本表报相应主管部门进行资格

审核，原件归还考生。复印件须指定专人负责审核并由审核人签

字确认并盖章。 
四、审核主管部门： 
1.烈士子女、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被战区（原大军

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由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或

其他相关部门审核。 
2.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由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初

审后，再报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核。 
3.少数民族考生由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审核。 
4.台湾省籍考生由省、市级“台湾事务办公室”审核。 
5.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由户籍所在地侨办审核。 
6.受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省级以上部门表彰的见义勇为

人员或其子女，由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审核。 
7.其余享受照顾政策考生，由市招生考试机构会同相应职能

部门审核。 
五、表格内容填写不全，审核单位签章不全，或由非以上规

定单位审核的，本表一律无效。 
六、考生录取时可享受的照顾项目和照顾政策，以经省招委

会批准的我省 2020 年招生政策为准。 



 

 

2020 年来苏务工就业人员随迁子女享受照顾政策 
考生情况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年     月 

学籍 
所在地        市        县（市、区） 

考籍

号  
考生 
号  

户籍 
所在地 

         省（市、区）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组（号） 
就读 
中学  照顾类型 

 

基本 
情况 
说明 

 
                               

考生签名                  年     月     日 

考生 
就读 
中学 
审核 
意见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考生户 
籍所在 
地县级 
主管部 
门审核 
意见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考生户 
籍所在 
地地市 
级主管 
部门审 
核意见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考生户 
籍所在 
地省级 
主管部 
门审核 
意见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江苏省 
教育考 
试院审 
核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注：具体要求见填表说明。 



 

《2020 年来苏务工就业人员随迁子女享受照顾政策 

考生情况登记表》填表说明 

 
一、本表填表对象：烈士子女，少数民族考生，台湾省籍考

生，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被战区

（原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退出部队现役

的考生，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军人的子

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驻国家

确定的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

二类以上岛屿工作累计满 20 年军人的子女，在国家确定的四类

以上艰苦边远地区或者解放军总部划定的特类岛屿工作累计满

10 年军人的子女，在飞或停飞不满 1 年或达到飞行最高年限空

勤军人的子女，从事舰艇工作满 20 年军人的子女，在航天和涉

核岗位工作累计满 15 年军人的子女，残疾人民警察，公安英模

和因公牺牲公安民警子女，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

受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省级以上部门表彰的见义勇为人员或

其子女，经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系统认定获得

5A 级青年志愿者的考生，符合《应急管理部、教育部关于做好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

（应急〔2019〕37 号）规定的优待对象范围的考生。以上考生

须在“照顾类型”栏中注明。 
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不填本表，须向就读地侨务部门

或招生考试机构领取专门表格。 
二、考生到高考报名地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领取



 

此表，认真填写“基本情况说明”及以上栏目，并按照户籍所在省

规定的程序，报相应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的表格连同有

关证件（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报高考报名地市、县（市、区）

招生考试机构审核。交表时间：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含“三侨

生”），逾期不予受理。 
三、各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须在经核准的复印件

上签署意见并盖章，将复印件及本表汇总后报省教育考试院审

核，原件归还考生。复印件须指定专人负责审核并由审核人签字

确认并盖章。 
四、审核主管部门： 
1.烈士子女、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被战区（原大军

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由

县（市、区）、市、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审核。 
2.少数民族考生由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审核。 
3.台湾省籍考生由省、市级“台湾事务办公室”审核。 
4.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由户籍所在地侨办审核。 
5.受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省级以上部门表彰的见义勇为

人员或其子女，由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审核。 
6.其余享受照顾政策考生，由省、市、县（市、区）相应职

能部门审核。 
五、表格内容填写不全，审核单位签章不全，或由非以上规

定单位审核的，本表一律无效。 
六、考生录取时可享受的照顾项目和照顾政策，以经省招委

会批准的我省 2020 年招生政策为准。 



 

 

江苏省 2020 年残疾考生考试合理便利申请表 
姓名  考籍号  身份证号  

残疾证号  残疾等级  

残疾类别 
□1-听力残疾    □2-视力残疾    □3-言语残疾    □4-肢体残疾 

□5-智力残疾    □6-精神残疾    □7-多重残疾    □8-其他 

申请便利考试项目 □高考   □艺术类省统考   □学测（必修科目）/合格性考试 

残疾情况详细描述  

申
请
的
合
理
便
利

 

请在对应方框勾选（可多选） 

1.□使用盲文试卷  □使用大字号试卷  □使用普通试卷 2.□免除外语听力考试 

3.□携带盲文笔  □携带盲文手写板  □携带盲文打字机 

□携带电子助视器  □携带照明台灯  □携带光学放大镜 

□携带盲杖  □携带盲文作图工具  □携带橡胶垫 

4.□佩戴助听器  □佩戴人工耳蜗 5.□使用轮椅 □携带助行器 □携带特殊桌椅 

6.□延长考试时间   7.□需要引导辅助    8.□需要手语翻译 

9.□优先进入考点、考场   10.□其他便利申请：                    （可另附） 

申请人或申请人法定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中学 

审核 

意见 

（中学须结合考生日常学习情况，对考生残疾情况进行客观性描述，并对其申请内容进行初审） 

 

                         班主任签名：       （中学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组 

意见 

（专家组对残疾考生身份及残疾情况进行现场确认，结合考生残疾程度、日常学习等对申请内

容进行综合评估，并给出明确意见） 

□同意      □不同意 

评估意见： 

 

  招办签名：       卫生健康签名：        残联签名：        年  月  日  

县招办 

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招办 

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由法定监护人签字的请说明情况，并提供监护人的相关有效身份证件、联
系方式等；2.申请人须将此表连同残疾证、身份证、户口簿的原件交中学（报名
点）初审后交县（市、区）招办审核，县（市、区）招办审核并复印残疾证、身
份证和户口簿，将原件退还考生本人；3. 申请合理便利的考生须根据当地招办
安排，在规定时间参加现场确认。4.社会人员的中学审核意见栏可由考生户籍地
的街道办事处（乡镇）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