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普通高考加分调整方案公布

桂林考生加分情况各不同
加分分值不能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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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家具维修

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定做沙发
布套、软硬包沙发翻新 13367733516

沙发翻新皮沙发、海绵垫、布
套、椅子 18007877699

家政·清洁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4177611

旧货回收

房 产 信 息
低售火车南站旁宾馆
适用于酒店，宾馆、办公、公寓，
住宅含地下室共 8 层共 1235m2

仅售 3580 元/m2 憎：13481328891

专业空调维修，加氟
清洗回收 13117733155空调拆装

殡葬服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大环卫车抽粪低疏

价通 2932686
抽粪改道瓦窑 3611670 七星 5806389
水管钻孔秀峰 3898628 象山 3812798疏通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胜利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3977358532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5977338056

卷闸门·电动门

高价回收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
店仓库存货等 15807733846

富邦搬家 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福达搬家搬厂起重空调液压升降车
南区 3820890 北区 2602277

搬家·搬厂

搬家
搬厂好日子搬家 18978385136

象山搬家 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 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 保证
质量否则双倍赔偿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 . com 全厂长 13077601275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 2606628疏通抽粪象山 3817569 七星 5861219

秀峰 3817569 北门 8994622

远达 5888889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大车 80 元起
小车 60 元起大运搬家 363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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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普通高考加分政策调
整前，桂林市城区之外，对瑶
族、苗族、侗族、毛南族、仫
佬族、回族、彝族、京族、水
族、仡佬族等10个世居少数民
族考生，以及龙胜、恭城、资
源的少数民族考生，都可加20
分；灌阳的非10个世居少数民
族考生加10分；除桂林市城
区、龙胜、恭城、资源、灌阳
之外的非10个世居少数民族考
生，都可加7分；桂林市城区
的少数民族考生加5分。

此外，根据调整前的地方
性加分政策，龙胜、恭城、资
源的所有考生，均可加20分。
灌阳的所有考生可加10分。

此次调整后，桂林市城区
以外的10个世居少数民族考
生，以及龙胜、恭城、资源的
少数民族考生，符合“三统
一”条件的，过渡期（2020—
2022年）的加分分值仍为20
分；不符合“三统一”的，过
渡期的加分分值逐年降低：
2020 年加分分值为 15 分，
2021年为10分，2022年为7
分。2023年及以后，桂林市城
区以外的10个世居少数民族考
生，以及龙胜、恭城、资源的
少数民族考生，加分分值均为
15 分。

灌阳的少数民族考生，符
合“三统一”条件的，过渡期
的加分分值仍为10分；不符合
“三统一”的，过渡期的加分
分值均为7分。2023年及以
后，加分分值为7分。

调整后，龙胜、恭城、资
源的所有汉族考生，符合“三
统 一 ” 条 件 的 ， 过 渡 期
（2020—2022年）的加分分
值均为 15 分；不符合“三统

一”的，过渡期的加
分 分 值 逐 年 降 低 ：
2020年加分分值为10
分，2021年为7分，
2022年为5分。2023
年起，龙胜、恭城、
资源的所有汉族考
生，将不再享受加分
政策。

灌阳的汉族考
生，符合“三统一”
条件的，过渡期的加
分分值为7分；不符
合“三统一”的，
过渡期的加分分值
均为5分。2023年
起，灌阳所有汉族
考生，将不再享受
加分政策。

提醒注意的
是，同时符合多项
加分项目条件的考
生，加分分值不能
累加，只能选择其
中一项的分值计入
普通高考统考总
分。自治区招生
考试院将根据考
生所获得加分是
全国性加分还是
地方性加分，以
及考生所填报的
高校是区外高校
还是区内高校，
选择相应分值中
最高的一项分值
计入普通高考统
考总分。
记者邱浩

广西的高考加分仍然分为全国性加
分、地方性加分。此次调整“少数民族
考生加分”和“山区、边境县考生加
分”项目中增加户籍、学籍和实际就读
地“三统一”的条件要求，设置2020—
2022年三年过渡期。

《方案》保留了全部 5 项全国性加
分项目。其中保留项目且分值不变的全
国性加分项目有三项：烈士子女考生
（可加 2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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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可加 20
分）；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考生（可加
10 分）。

保留项目但降低分值的全国性加分
项目有两项，即“归侨、华侨子女、归
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含台湾户籍考
生）加分”项目。归侨、华侨子女、归
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含台湾户籍考
生）在过渡期内加分分值不变（仍为10
分），过渡期以后降低加分分值为7分。

另外“少数民族考生加分”项目方
面，少数民族考生在过渡期内，符合
“三统一”条件的加分分值不变，不符
合“三统一”条件的降低加分分值，过
渡期以后降低加分分值。

《方案》中“农村户籍的独生子女
户考生和双女结扎户女儿考生加分”项
目降低加分分值。农村户籍的独生子女
户考生和双女结扎户女儿考生，2020年
保持加分分值不变，从2021年起，降低
加分分值，从10分降为7分，并逐步取消
该项目。即在国家两孩政策正式实施
后，2016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广西农
村户籍的独生子女户考生和双女结扎户
女儿考生不再享受加分照顾。

山区、边境县考生在过渡期内，降
低加分分值。过渡期后，只保留对边境
县考生加分，但降低加分分值，参照当
地少数民族考生加分分值，从20分降到
15分。与此同时，取消山区县和防城港
市港口区考生该项目加分。

广西普通高考加分政策调整前，
“少数民族考生加分”和“山区、边境
县考生加分”项目不要求户籍、学籍和
实际就读地在同一区域。为了让普通高
考加分政策真正惠及少数民族地区等教
育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学生，广西在这
两个项目中增加了“三统一”的条件要
求，确保普通高考加分政策更精准、更
公平、更公正。

“三统一”指考生在规定时限内的
户籍、学籍和实际就读地在同一区域，
即考生中学阶段（含初中、高中，下
同）6年户籍、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和
实际就读3年的所在地必须为广西同一个
县（市、区）或设区市加分政策相同的
所有城区范围内。

考虑到目前部分高中在校生已在异
地就读的实际，为了保障异地就读学生
的合理权益，广西允许这些学生选择继

续在异地就读，普通高考加分按过渡期
加分项目分值加分；户籍未迁移（含户
籍有过迁移且在普通高考报名前迁回原
籍）的考生，可以选择在2020年春季学
期规定时限内转回户籍地就读，普通高
考加分按户籍地加分项目分值加分。

目前，在户籍地外就读的高中一、
二、三年级学生，在2020年春季学期规
定时限内将学籍转回户籍地并实际就
读，可认定为符合“三统一”条件，按
户籍地加分项目加分。逾期办理的，按
不符合“三统一”条件认定。

《方案》明确，2023年及以后，少
数民族考生不符合“三统一”条件，中
学阶段户籍、高中阶段学籍和实际就读
地都在我区的，按考生户籍地、学籍地
和实际就读地相应加分项目的最低分值
加分，最高不超过7分；其他户籍在我区
的少数民族考生加3分。

近日，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普
通高考加分调整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广西普通高考加分政策进行适当调
整。记者就与桂林考生相关的高考加分政策与热点问题，邀请市招生考试院负责人进
行解读，供考生及家长参考。

全国性加分项目保持不变
缩小地方性加分项目并降分值

户籍学籍和实际就读地须统一
不符合条件者最高加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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