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7.1

星期日

12

责
任
编
辑  

欧
晓
敬 

邓
海
莹  

美
术
编
辑  

何
少
梅

南海2018高考交出亮眼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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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全力推进“1+5+N”教育综合改革，实现全区
教育可持续、高水平发展。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方面，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行小初高资优学生一体化培养体制，
建立一批创客中心；改革教师发展体制方面，加强实践性
研修，推行“区管校聘”制度；革新教育质量评价制度方
面，推行学业质量绿色监测，每年公布教育发展状态……

南海教育为何这么牛？

南海以十九大精神为统领，秉承“抓人才就是抓
创新，抓教育就是抓未来”发展战略，把教育作为促进
全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的重要抓手，
逐年加大教育投入，加大力度推进学位供给，提高教育
公共服务能力，力促南海教育实现品质到品牌的跨越。

●政府重视

●多样发展
南海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力求行稳致远，逐步形

成学术型、综合型国际型等七类特色鲜明的普通高中。
在全区普通高中七大类特色发展格局的基础上，普通
高中多样化发展再上新台阶。目前，石门中学被佛山
市认定为卓越高中创建学校，南海中学、桂城中学、
狮山石门高中、华附南海高中 4 所学校被认定为精品
高中创建学校。

●教育改革

南海中学
达到普通文理高分优先投档线

855人

855 名考生达到普通文理
高分优先投档线（不含体艺类考
生）。其中 600 分以上 96 人，
其中文科 36 人，理科 60 人。
文科最高分 630 分，理科最高
分 662 分；本科上线 1166 人。

2018 年高考成绩 6 月

25 日公布，南海教育不负

众望再次交出亮眼成绩单。

据统计，本科线人数 12843

人，比去年增加 1605 人以

上。其中，全区各类考生总

分进入全省前 100 名达 24

人，石门中学王浩宇、梁文

杰进入广东省理科总分前

20 名，分数被屏蔽。总分

达 600 分或以上为 472 人。

核心提示

桂城中学
达到普通文理高分优先投档线

607 人

607 人达到文理科髙分优
先投档线人数。此外，艺术类双
上线 54 人，两类合计上线 661
人。本科上线人数 1193 人（不
含艺术单考与传媒）。600 分以
上考生达 33 人。

艺术传媒类考生成绩突出，
孔丽珊音乐类总分 579, 居全
省第 11 名。邹舒曼美术类总分
570 分，列全省第 100 名。余
高婷、陈彦骏文化成绩和美术成
绩均分别达到清华大学和中央
美院分数线，有望被录取。传媒
生陆建彬在北京电影学院影视
摄影与制作专业考试中位列全
国第 8 名。

石门高级中学
达到普通文理高分优先投档线

378 人

378 名考生达到普通文理
高分优先投档线，艺术类考生按
2017 年标准重点双上线 48 人，
合计 426 人。其中，600 分以
上 12 人，文科 8 人，理科 4 人。
文科最高分 624 分，理科最高
分 649 分。刘明霈同学美术类
总分 575 分，位列广东省第 66
名；本科上线人数 1105 人。

南海艺术高中
本科上线总人数

638 人

重点院校预上线 251 人（不
含单考。其中美术、音乐参照去
年标准统计），其中普高文理科
上高分优先投档线 7 人，美术类
高分层双上线 156 人，音乐舞蹈
类高分层双上线 88 人。共有 12
名同学综合分进入省前 200 名，
黄秋童同学美术综合分排名省第
9 名 , 刘春芬同学美术综合分排
名省第 42 名，郑伊曼同学美术
综合分排名省第 94 名，杨钰婷
同学音乐综合分排名省第33名。 

南海石门中学高分考生庆祝获得好成绩。

本科线人数 12843 人，比去年增加 1605 人以上……

南海积极开展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命题技术深度学习
和实践研修，以试题创编为抓手，促进教师更深刻理解
高考考试大纲和国家考试改革最新精神，确保南海高考
备考方向正确，效能更高。与此同时，开展高考学科直
联工作、“微爱行动计划”、打造“南教云盘”等行动，
全方位加强、优化南海教育体系。

●创新教研

考生数：16965
重本 : 取消重本划线

本科以上 :12843

考生数：15400
重本 :4391
本科以上 :11238

考生数：14468
重本 :3630
本科以上 :9955

考生数：14317
重本 :3013
本科以上 :9382

考生数：14413
重本 :2570
本科以上 :8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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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中学
达到普通文理高分优先投档线

1042人

1042 名考生达到普通文理
高分优先投档线，600 分以上
368 人，其中文科 94 人，理科
274 人。其中，王浩宇、梁文杰
进入广东省理科总分前 20 名，
分数被屏蔽。

此 外， 总 分 进 入 全 省 前
100 名共 8 人，其中理科 5 人，
分别是王浩宇（省前 20 名）、
梁文杰（省前20名）、张鹏义（省
39 名）、廖文安（省 42 名）、
唐嘉峻（省 78 名）；文科 1 人，
冼仲恩（省44名）；美术类2人，
分别是王雪辰（省 46 名）、李
承萱（省 51 名）。

目前，有 9 位同学被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预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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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高考
上线情况统计

今年统计数据各校
通过考生汇总，截止至
6 月 26 日上午。

●社会支持
南海教育得到社会各界广泛支持。2016 年 8月，

南海成立南商教育发展促进会，并同步设立南商教育
基金，一大批优秀企业家现场认捐，共筹集 7802 万
元作为南商教育基金，全部用于奖励优秀师生。2017
年，企业家热心助学高潮再起，新增 11 家企业和个
人捐资助学，南商教育基金累计募资超过 8000 万元。
每一届南商教育基金奖教奖学大会都有数千名老师、
学生获得奖励，在全社会掀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重视教育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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