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

考生子系统 Web 版 

 

使 

用 

说 

明 
 

 

 

 

 

 

 

2015 年 5 月 



 

目  录 

 

第一章 系统简介 ............................................................................................................................. 1 

第二章 绑定口令卡 ......................................................................................................................... 3 

第三章 重置密码 ............................................................................................................................. 6 

第四章 挂失口令卡 ......................................................................................................................... 8 

第五章 填报志愿 ........................................................................................................................... 10 

第六章 浏览志愿 ........................................................................................................................... 16 

第七章 打印信息 ........................................................................................................................... 17 

第八章 修改密码与联系方式 ....................................................................................................... 18 

第九章 查询计划 ........................................................................................................................... 19 

第十章信息公告 ............................................................................................................................. 20 

各批次志愿填报时间 ..................................................................................................................... 21 

口令卡操作说明 ............................................................................................................................. 22 

填报志愿需要注意的问题 ............................................................................................................. 24 

常见问题......................................................................................................................................... 26 

 



 

1 

 

第一章 系统简介 

1.1登录系统 

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内输入：

http://www.hneao.cn/ks，回车即可进入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

息管理平台（考生版）。如果考生是第一次登录本系统，请先绑定动

态口令卡并修改初始登录密码，具体操作请查看第二章绑定口令卡。 

如果考生已经完成了动态口令卡绑定操作，即可在登录界面输入

考生报名号、考生密码和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进入系统。如下

图所示。 

 

注意事项： 

1、考生只能在绑定口令卡后才能登录系统。 

2、考生口令卡处于挂失状态、考生未绑定口令卡或密码输入有误，

系统提示登录失败。 

 

 

http://本系统所在服务器地址:81，回车即可。
http://本系统所在服务器地址:81，回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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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系统主界面 

登录网报系统之后，页面会自动跳转到系统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公告标题可查看公告详细信息，在填报志愿之前建议阅读公

告信息，了解院校招生计划的最新动态。 

1.3退出系统 

点击功能菜单条上的“退出系统”按钮即可退出系统返回到登录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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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绑定口令卡 

考生第一次登录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平台(考生

版)，考生须先绑定口令卡，考生点击登录界面的“绑定口令卡”，进

入绑定口令卡系统界面。 

 

 

填入考生身份基本信息，以考生“小明”为例。考生姓名：小明；

考生号：15430101150001；身份证号：430123456789012345，输入考

生号时去掉原考生号 1543，输入后十位数字，此处输入为

0101150001，正确的填入考生身份基本信息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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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考生动态口令卡相关信息，以下图口令卡为例，卡号：

2015000001(标记为 A 处)，第一条密码，刮开覆膜可得密码，假设其

密码为：654321（标记为 B 处），将相应数据填入。点击“绑定”，

即可完成绑定工作。 

 

 

绑定成功系统会自动跳转到“修改登录密码”界面： 

 

按照提示输入原登录密码，即口令卡第一条密码（标记为 B

处）：654321，输入考生自己设置的新登录密码并确认一次新登录

密码，如有需要更改录取用联系方式，可在手机号码输入框中输入

新的手机号，然后输入正确的验证码。点击“提交”，密码修改成

功页面自动跳转到主界面。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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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项信息均不能为空；  

2、输入考生的正确信息和验证码，点击绑定，成功绑定口令卡；  

3、如考生已经绑定口令卡，则提示考生已绑定到另外一张口令卡； 

4、口令卡已被绑定或挂失，则提示口令卡已被使用； 

5、考生号为 10 位考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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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重置密码 

如果考生绑定口令卡后因某种原因忘记登录密码，考生可以进湖

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平台（考生版）。 

 

点击“重置密码”，进入重置密码系统界面。填入考生身份基本

信息。以考生“小明”为：考生姓名：小明；考生号：15430101150001；

身份证号：430123456789012345，联系电话号码：13900000000，输

入考生号时去掉原考生号 1543，输入后十位数字，此处输入为：

0101150001，正确的填入系统数据，如下图所示： 

 

点击“验证基本信息”，若验证成功，会提示考生请输入相应口

令卡密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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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提示要求刮开口令卡 02 位置的覆膜，输入覆膜内密码，按随

机图片提示输入验证码。输入完毕点击“重置密码”页面自动弹出提

示窗，如下图所示： 

 

重置密码操作完成后默认密码为口令卡上的第一条密码。考生重

置密码后登录系统，系统要求考生修改登录密码，修改登录密码后才

能正常登录系统。 

注意事项：  

1、考生基本信息错误、考生未绑定口令卡及考生已挂失口令卡均无

法重置密码，在“验证基本信息”时，就会提示基本信息错误或口令

卡处于非绑定状态；  

2、基本信息验证正确后，若口令卡密码输入错误，则提示重置密码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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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挂失口令卡 

考生不慎遗失“口令卡”，须尽快登录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

信息管理平台（考生版）申请挂失。 

 

点击“口令卡挂失”，进入口令卡挂失系统界面。以考生“小明”

为例：考生姓名：小明；考生号：15430101150001；身份证号：

430123456789012345。其中输入考生号时去掉原考生号 1543，输入

后十位数字，此处输入为：0101150001。登录密码为考生自行设置密

码，按随机图片提示输入验证码，正确的填入系统数据，如下图所示： 

 

点击“挂失”页面弹出提示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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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挂失成功，完成挂失申请后，考生再凭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

前往报名点现场确认挂失，报名点验证考生身份后，通过系统确认挂

失，并给考生更换新的“口令卡”，原卡作废，考生领取新卡后须进

行“口令卡”绑定。如果考生在申请挂失期间找回原卡，可向县市级

招办申请取消挂失。 

注意事项： 

1、各项信息不能为空；  

2、用户信息错误、考生未绑定口令卡或考生已挂失口令卡，系统会

提示“挂失口令卡失败，基本信息错误”； 

3、用户登录密码错误，则提示“挂失口令卡失败，登录密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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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填报志愿 

登录系统进入系统主界面后， 

 

点击“填报志愿”功能选项，左边栏会显示志愿填报批次，如下

图： 

 

填报志愿子菜单会显示该科类考生允许填报的填报批次。 

5.1 填报志愿 

同一填报批次下不同科类的考生所能填报的公布批次不同，下面

以理工类考生填报提前批志愿为例说明志愿填报基本流程。 

理工类本科提前批有三个公布批次：本科提前批、飞行员 本科

提前批定向， 另外“贫困地区定向计划”志愿，“农村学生单独招生”

志愿，“农村学生专项计划”志愿也和本科提前批安排在同一时间段

填报。如下图所示： 

 

http://192.168.10.120:81/zy!selectGbpc?pc.tbpcdm=0&pc.gbpcdm=0&pc.jhxzdm=0
http://192.168.10.120:81/zy!selectGbpc?pc.tbpcdm=0&pc.gbpcdm=G&pc.jhxzd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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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框部分是该科类考生在提前批填报时所能够填报的公布批次，

公布批次名称后的【无志愿】表示没有填报该公布批次的志愿，若已

填报则显示已填志愿的简要信息和志愿保存时间。 

考生可根据自己所要填报的公布批次点击相应的链接进入填报

志愿页面。如考生选择本科提前批则进入以下页面： 

 

点击上图红色圈中的“请选择专业类别”则会出现下拉菜单，

在菜单里面选择考生将要填报的专业类别。如图所示： 



 

12 

 

 

选择好专业类别后，在院校及专业代号输入框中输入要报考院

校及专业代号，考生根据自己的需求填报。如下图所示： 

 

点击“下一步”，若“专业服从”选项未选择则会出现“请选择

是否专业服从”提示，单击“确定”按钮，选择是否专业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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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学校服从”选项存在而考生未选择，则会出现“请选择是

否学校服从”提示，单击“确定”按钮选择是否学校服从。 

 

将所有信息正确填报之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填报信息确认页

面： 

 

若填报信息有误或者院校、专业无效（红色字体显示），如下图： 

 

可点击“上一步”返回到志愿填报页面修改志愿信息，若信息确

认无误，则点击“提交保存”按钮，此时系统要求考生输入口令卡密

码，如下图： 



 

14 

 

 

考生按提示要求刮开口令卡第 2 条密码的覆膜，正确输入覆膜内

密码。点击“确认”按钮，系统会对考生输入的口令卡密码进行验证，

验证成功后系统将保存考生当前所填报的志愿信息。出现志愿保存成

功对话框提示： 

 

说明志愿已成功保存，本填报批次的志愿填报完成。点击“取消”

则返回志愿填报信息确认页面。 

  其他批次的志愿填报流程与提前批志愿填报操作类似，请参照提

前批志愿填报操作填报。 

5.2 修改志愿 

点击“填报志愿”功能选项，在左侧的填报批次列表中点击需要

修改的志愿的所属填报批次，然后点击右侧需要修改的志愿链接。： 

 

进入志愿修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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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填报志愿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按填报志愿流程核对与保存

志愿信息。 

5.3 删除志愿 

点击“填报志愿”功能选项，在左侧的填报批次列表中点击需要

修改的志愿的所属填报批次，右侧列出该填报批次下的志愿信息列

表，如图所示： 

 

确定好要删除的志愿，点击后面的红色【删除志愿】链接会出现

输入口令卡密码提示对话框： 

 

考生按提示要求刮开口令卡第 2 条密码的覆膜，输入覆膜内密

码，点击“确认”出现删除志愿确认提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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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按钮，志愿删除成功后，系统自动跳转到志愿填报

子菜单，点击“取消”，则返回当前页面，放弃删除志愿操作。 

第六章 浏览志愿 

点击“浏览志愿”功能选项，点击左侧志愿填报批次后，点击右

侧公布批次链接，浏览对应公布批次的志愿信息。 

 

志愿后面的绿色字体表示当前批次志愿的填报状态，若没有填报

该公布批次的志愿则显示【无志愿】，若填报了该类型的志愿则显示

所填志愿的简要信息和志愿确认保存时间，如上图所示，点击公布批

次链接，则进入浏览志愿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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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打印信息 

在系统主页面上点击“打印信息”功能选项，进入打印信息功能

页面。 

可打印的信息表有：本科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志愿表、本科一

批至高职专科批志愿表和本科一批至高职专科批征集志愿表。 

 

7.1 考生志愿表 

点击对应的“打印考生志愿表”链接进入打印页面。志愿表有三

种：本科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志愿表、本科一批至高职专科批非定

向志愿表和本科一批至高职专科批征集志愿表，请根据考生需要进行

打印。如图所示：

 

单击上侧的“打印”按钮设置好合适的打印选项后打印志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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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修改密码与联系方式 

考生在绑定口令卡成功后，页面会自动跳转到修改密码页面。若

考生登录系统后，需要修改密码或联系方式，可以在系统主界面点击

“修改密码”功能选项。需要注意的是在本科一批至高职专科批次志

愿填报结束后，不允许再修改联系方式 

根据网页上的提示操作可以修改登录密码和联系方式，请牢记修

改后新的登录密码。 

 

修改密码的过程如下： 

1、在原登录密码输入框中输入正确的原登录密码； 

2、在新登录密码输入框中输入新登录密码； 

3、在确认新登录密码输入框中输入新登录密码，必须与新登录密码

输入框中的密码一致； 

4、在填报志愿期间联系方式输入框中输入 11 位的手机号码； 

5、在验证码输入框中填入正确的验证码； 

6、点击“提交”按钮，出现密码修改成功的提示； 

7、若输入有误则出现相应错误提示，重新正确输入信息之后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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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查询计划 

点击主菜单“查询计划”功能选项，系统跳入查询计划页面。如

图所示： 

 

考生可通过选择填报批次、志愿类别、专业类别查询相应的批次

及专业类别的计划信息。 

例如考生查询填报批次：本科一批至高职专科批；志愿类别：本

科一批 非定向；专业类别：本科一批理工，如下图： 

 

点击“上一页”和“下一页”可进行页面跳转，也可在输入框中

输入页码直接跳转到对应页面。 

考生在选定填报批次、计划类别和专业类别后，输入院校代号可

查询某一院校的计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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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信息公告 

考生在系统主界面点击“信息公告”功能选项，可以查看系统公

告，点击公告标题后，可查看公告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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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批次志愿填报时间 

批次 填报时间 

本科提前批志愿 
“贫困地区定向计划”志愿 
“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志愿 
“农村学生专项计划”志愿 

6 月 26 日至 27 日 

本科一批至高职专科批志愿 
（含“单科优秀考生”志愿）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 

本科一批征集志愿 
“贫困地区定向计划”征集志愿 

7 月 18 日 8 时至 18 时 

本科二批征集志愿 7 月 25 日 8 时至 18 时 

本科三批征集志愿 8 月 2 日 8 时至 18 时 

高职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 8 月 11 日 8 时至 18 时 

高职专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 8 月 14 日 8 时至 18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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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令卡操作说明 

1．报名点向考生发放 “口令卡”。 班主任向考生发放“口令卡”

时，务必要求考生本人签收。考生也必须由本人领取“口令卡”。“口

令卡”由别人代替领取造成考生志愿信息错误或遗漏而导致的后果，

由考生本人承担。班主任不按规定发放“口令卡”造成考生志愿信息

错误或遗漏，追究班主任及报名点责任。 

2．领取口令卡后，考生须登录“湖南省高考招生考试信息管理

平台(考生版)”，在登录页面上点击“绑定动态口令卡”链接进行“口

令卡”绑定。绑定“口令卡”时须输入“口令卡”卡号、第一条密码、

报名号（或考生号）、姓名、身份证号，验证通过后即绑定成功，系

统将自动转入第一次登录页面，考生须修改登录密码（初始登录密码

为“口令卡”上第一条密码），并输入用于联系和接收短信的手机号

码。 

3．填报或修改完志愿信息保存时，考生点击系统中“保存确认

志愿”按钮后，系统会要求考生输入“口令卡”上某一序号对应的密

码，考生须根据系统提示刮开“口令卡”上相应密码的覆膜，将该密

码输入系统进行验证，验证通过后，填报或修改志愿的保存操作方可

生效。 

4．“口令卡”密码条数使用完后，考生须向报名点申请置换新卡

（或由报名点重置口令卡，设置重新使用该“口令卡”），换新卡后考

生须进行新卡绑定。 

  5．考生子系统登录密码遗忘时，考生须登录“湖南省高考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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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信息管理平台(考生版)”，在登录页面上点击“重置密码”链接

进行登录密码重置。重置密码时须录入考生报名号（或考生号）、姓

名、身份证号，以及根据系统提示录入“口令卡”上相应密码，验证

通过后系统将登录密码重置为“口令卡”上的第一条密码。 

6．考生遗失“口令卡”后，须尽早登录“湖南省高考招生考试

信息管理平台(考生版)”，点击有关“口令卡挂失”的相关链接，进

入相应的功能页面，输入考生号、姓名、身份证号、登录密码，系统

校验正确后，完成挂失申请。考生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报名点进行现

场确认挂失，报名点验证考生身份后，通过系统确认挂失，并给考生

换领新的“口令卡”，原卡作废，考生领取新卡后须进行新卡绑定。

如果考生在申请挂失期间找回原卡，则县市级招办可以通过系统取消

挂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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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志愿需要注意的问题 

1、按程序操作。网上填报志愿操作步骤一个也不能少。操作步

骤：绑定口令卡并修改初始登录密码→阅读招生计划、查阅志愿填报

相关公告→填写志愿草表→登录网上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志愿→检

查核对志愿→保存志愿信息→浏览已保存志愿→退出系统。考生网上

填报的志愿就是投档录取的依据，考生对自己在网上填报的志愿负

责。 

2、在规定时间填报志愿。考生上网填报志愿有时间规定，不在

规定时间上网填报视为放弃填报志愿。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可以不受

次数限制上网填报和修改志愿，志愿填报时间截止后系统将关闭志愿

填报功能，考生不能再进行填报或修改志愿。 

３、要合理安排志愿填报时间。每次上网填报志愿时间应控制在

20 分钟内完成志愿填报，不要长时间占用网络资源。不要集中最后 1

天填报，更不要在网报截止时间之前几小时集中填报志愿或修改志

愿。 

4、要填写志愿草表。建议上网填报志愿前，先填好志愿草表。

高考志愿的重要性决定每一位考生必须慎重填报每一批次的每一个

志愿，先填写志愿草表，可以用充足的时间反复斟酌；对照拟好的志

愿草表在网上一一填写，不容易出现错漏。在网上草率填报、多次修

改，很容易出现失误。 

5、一定要记住“提交保存”和“退出系统”。 每一批次的志愿

填报或修改完成、检查无误后，一定要点击“提交保存”按钮，将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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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志愿信息保存到网报系统。 

志愿填报成功以后，一定要进行志愿浏览，再次核实志愿。 

在填报保存好所有的志愿后或中途离开计算机时，一定要点击

“退出系统”退出网报系统，关闭填报志愿的所有窗口。  

6、要填写正确的联系方式。考生一定要完整填写志愿填报与录

取期间联系用的手机，保证 24 小时开机，并能及时联系上考生本人。 

在本科一批至高职专科批次志愿填报结束后，考生不能再修改联

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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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为什么要绑定口令卡，口令卡绑定什么时间完成？  

答：口令卡是考生填报志愿时，确保志愿信息准确的重要手段。

绑定口令卡是将口令卡与考生的信息进行关联，绑定后才能进行相关

的登录与志愿填报操作。 

口令卡绑定必须在 6 月 8 日至 15 日完成。  

2、口令卡丢失了怎么办？  

答：考生的口令卡如果丢失了，应尽快在网上进行“口令卡挂失”，

挂失后丢失的口令卡不能再使用，然后，考生要尽快前往报名点确认

挂失，申领新卡并重新绑定后才能继续使用。 

如考生在网上挂失后又找回了口令卡，在没有确认挂失之前可以

前往报名点取消挂失操作，原口令卡还可继续使用。 

3、口令卡丢失同时登录密码也忘记了怎么办？ 

答：考生如果将口令卡丢失同时登录密码也忘记了，应尽快携带

本人身份证前往报名点报告情况，报名点以文字报告的形式报告上级

招考部门，由上级招考部门进行“考生绑定状态重置”，处理完后将

情况反馈给报名点，报名点负责通知考生并给其派发新的口令卡，考

生再在网上完成绑定后进行其它操作。 

4、口令卡密码条数已用完怎么办？  

答：口令卡上共 16 条密码，可以使用 16 次，考生如果将这 16

条密码都已用完，该口令卡为暂时停用状态，考生应前往报名点进行

口令卡重置，口令卡重置后，原卡还可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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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首次登录系统为什么要修改密码，登录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答：首次登录网上填报系统必须更改密码，考生本人对自己的密

码负责，要妥善保管好密码。密码设置既要方便记忆又不能过于简单，

不要用出生年月、身份证号、学号、考号、“1234”或“123456”之

类的简单的字母或数字作为密码。 

考生如忘记了系统登录密码，但口令卡并未丢失，考生可以自行

在网上进行“重置密码”的操作，不需寻求报名点的帮助；通过系统

登录界面的“重置密码”功能，填入相应的信息后，系统会将登录密

码重置为口令卡上的第一条密码。 

6.各批次志愿使用什么系统填报，网上填报志愿操作步骤是什

么，具体填报时间是什么时候？ 

答：各批次志愿和各批次征集志愿均采用考生子系统 Web 版填

报，只有启用应急预案时才采用考生子系统客户版填报。 

网上填报志愿操作步骤一个也不能少。操作步骤：绑定口令卡并

修改初始登录密码→阅读招生计划、查阅志愿填报相关公告→填写志

愿草表→登录网上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志愿→检查核对志愿→保存

志愿信息→浏览已保存志愿→退出系统。考生网上填报的志愿是投档

录取的依据，考生要对自己在网上填报的志愿负责。 

考生上网填报志愿是有时间规定的，没有在规定时间完成上网填

报的视为放弃填报志愿。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可以不受次数限制上网

填报或修改，截止时间到后系统将关闭网上填报功能，不能再填报或

修改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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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提前批志愿、“贫困地区定向计划”志愿、“农村学生单独招

生”志愿、“农村学生专项计划”志愿于 6 月 26 日至 27日填报。 

本科一批至高职专科批（含单科优秀考生志愿）于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填报。 

本科一批征集志愿、“贫困地区定向计划”征集志愿于 7月 18日

8 时至 18 时。 

本科二批征集志愿于 7 月 2５日 8时至 18时填报。 

本科三批征集志愿于 8 月 2 日 8 时至 18 时填报。 

高职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于 8 月 11日 8 时至 18 时填报。 

高职专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于 8 月 14日 8 时至 18 时填报。 

考生可在上述时间段内填报或修改志愿，逾期不能再补报或修

改。 

7.为什么要填写志愿草表？ 

答：上网填报志愿前，一定要先填好志愿草表。高考志愿的重要

性决定每一位考生必须慎重填报每一批次的每一个志愿，先填写志愿

草表，可以用充足的时间反复斟酌思考；对照拟好的志愿草表在网上

一一填写，也不容易出现错漏。不填草表就在在网上直接填报志愿同

时进行多次修改的话，很容易出现差错。 

8.为什么一定要进行“提交保存”和“退出系统”的操作，怎么

使用“口令卡”密码进行志愿保存确认？ 

答：考生一定要记住“提交保存”和“退出系统”这两个操作。

每一批次的志愿填报完成并检查无误后，一定要点击“提交保存”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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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将填报的志愿信息保存到系统中，否则会造成志愿信息没保存从

而丢失。在填报的所有批次志愿都完成后，或中途离开计算机时，为

了防止志愿信息被意外修改，一定要选择“退出系统”退出网报系统，

关闭填报志愿的所有窗口。 

保存确认志愿时，系统要求输入“口令卡”某一序号对应密码，

系统验证密码正确并且提示志愿保存确认成功后，志愿保存确认操作

方可生效。如果连续输入 10 次错误“口令卡”密码，系统会自动要

求输入下一序号密码。考生每次成功登录系统后若多次进行“保存确

认志愿”操作时，系统只会要求输入第一次成功操作时的密码。 

9. 修改志愿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放弃已填报的志愿？ 

答：修改志愿应该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修改志愿也要按照填报志愿的程序和步骤进行操作，避免由

于操作不规范造成修改的志愿不成功。 

二是修改志愿之前，应该重新填写志愿草表，与原填报的志愿一

一对照，将网上需要修改的志愿删除，重新在系统中输入修改后的志

愿。 

三是仔细核对重新填报志愿的学校代号和专业代号，避免错填志

愿和无效志愿。 

四是尽可能避免反复多次上网修改。 

五是修改志愿后，最好再次点击“浏览志愿”，复核修改的志愿

是否准确，是否有错漏。 

考生如想放弃已填报志愿，可进入需要删除志愿的栏目，然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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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删除志愿”按钮，根据系统提示进行操作，完成删除该栏志愿。

如需删除全部志愿，需要依次进入所有填报志愿栏目，重复进行上述

操作方可完成。 

10. 如何确认本人志愿已填报成功，如何确保填报志愿顺利？ 

答：考生本人保存确认志愿后，一定要通过系统浏览志愿功能浏

览所填志愿（建议先关闭系统打开的所有窗口，最好重新登录系统，

然后浏览志愿）。有打印条件的考生还应将志愿打印出来仔细核对。

只有浏览或打印的志愿与本次填报或修改的志愿一致时才能最终确

定志愿保存确认操作成功。 

为保确填报志愿顺利，建议考生不要集中最后 1 天填报，更不要

在网报截止时间之前几小时集中填报志愿或修改志愿。从以往情况

看，有些考生喜欢在填报志愿截止时间之前集中突击填报志愿或修改

志愿，这样的考生一多，网络访问流量就会增大，造成网络不畅，网

速缓慢，这时候如果考生不能及时登录网报系统的话，就会造成无法

顺利完成志愿填报。每次上网填报志愿时间应控制在 20 分钟内完成，

不要长时间占用网络资源，避免网络堵塞。每次填报完成后，如果还

要修改，建议在 15 分钟后再登录网报系统。 

考生一定要完整填写志愿填报及录取期间使用的联系方式，以便

在志愿填报与录取过程中院校与考生联系并在录取后准确邮寄录取

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