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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网址和时间 

    全省统一的网上填报志愿网址： http://tbzy.hubzs.com.cn。 

  第一个阶段集中填报志愿时间 6月 25日 8:00至 6月 28日 17:00，

填报批次有：本科提前批（包括文理类、艺术类、体育类、技能高考

的本科），高职高专提前批（包括文理类、艺术类、体育类和技能高

考的高职高专），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 

第二个阶段集中填报志愿时间 8月 8日 8:00至 8月 11日 17:00，

填报批次为：高职高专批文理类（含高职院校联办本科的高职高专专

业）。 

 安排在第一阶段填报志愿的批次，均不能在第二阶段填报。安排

在第二阶段填报志愿的批次，也不能在第一阶段填报。 

  集中填报志愿截止时间为截止日 17：00。 

二、各批次录取信息查询开始时间 

考生查询本人录取信息途径： 

一是湖北招生信息网（http://zsxx.e21.cn）； 

二是网上填报志愿系统（http://tbzy.hubzs.com.cn）； 

三是市县区招办。查询内容：考生电子档案运行的 6种状态（包

括自由可投、已经投档、院校在阅、院校预退、院校预录、录取）和

院校退档理由。 

每个批次的平行志愿在正式投档前都要经过反复模拟和与院校

交互，正式投档后考生的录取状态才会发生变化。因此，考生录取信

息查询开始时间与录取进程中各批次录取开始时间相比会适当滞后，

敬请考生耐心等候，按下列时间查询。 

本科提前批文理类             7月 13日                         

本科第一批                   7月 22日                          

http://tbzy.hubzs.com.cn/
http://zsxx.e21.cn/
http://tbzy.hubz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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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第二批                   7月 30日                         

高职高专提前批文理类         8月 5日                           

高职高专文理类             8月 18日                         

艺术本科（一）校考自发证     7月 10日                         

艺术本科（一）统考          7月 13日                         

艺术本科（二）             7月 22日                         

高职高专提前批艺术类       7月 30日                         

本科提前批体育类             7月 13日                         

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       7月 30日                         

技能高考本科                7月 22日                         

技能高考高职高专             7月 30日                         

 

三、各批次征集志愿时间 

在录取过程中，各批次生源不足院校的未完成计划、平行志愿投

档后因少数考生不符合学校录取条件或考生本人申请退档后未完成

的计划、平行志愿投档后高校新增计划等，全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考

生志愿。省招办于征集志愿的第一天下午 3点之前，通过湖北招生信

息网公布征集志愿院校和计划，考生在规定时间登录省招办网上填报

志愿系统填报征集志愿。各批次征集志愿时间如下： 

本科提前批文理类      7月 15日  15:00—16日 11:00 

本科第一批            7月 24日  15:00—25日 11:00 

本科第二批            8月 1日   15:00—2日 11:00 

高职高专提前批文理类  8月 5日   14:00—17:00 

高职高专文理类        8月 20日  15:00－21日 11:00 

艺术本科（一）      7月 15日  15:00—16日 11:00 

艺术本科（二）       7月 24日  15:00—25日 11:00 

高职高专提前批艺术类   8月 1日  15:00—2日 11:00 

本科提前批体育类       7月 15日  15:00—16日 11:00 

高职高专提前批体育类   8月 1日   15:00—2日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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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高考本科          7月 24日  15:00—25日 11:00 

技能高考高职高专       8月 1日   15:00—2日 11:00 

四、填报志愿步骤 

第一步：阅读招生计划。填报志愿要以 2018年《湖北招生考试》

杂志第 11、13、16、18 期登载的招生计划为依据。特别是每期招生

计划前面的阅读说明，对填报志愿的要求以及部分有特殊规定的院校

和专业进行了提示，考生一定要认真阅读。 

  第二步：拟定志愿草表。上网填报志愿前，先将选报的志愿填到

志愿草表上，再按志愿草表上的内容上网填报，减少在网上反复修改

的次数，减少出错的可能性。《湖北招生考试》杂志和湖北招生信息

网上有各批次志愿草表的样表，考生可以复印和下载。 

  第三步：登录指定网页。登录省招办指定网页，打开浏览器，输

入网报网址，如果学校网络管理员已经将网报地址设置为浏览器的主

页，打开浏览器即可。 

  第四步：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是考生准考证上的 14 位报

名号，第一次登录网上填报志愿系统要输入初始密码，初始密码是考

生本人的身份证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再点击“登录”按钮即可

进入网上填报志愿系统。 

  第五步：首次登录后必须修改密码、填写联系地址、电话、阅读

《考生须知》。首次进入网上填报志愿系统时，计算机屏幕上会出现

修改密码、填写联系地址、电话及阅读“网上填报志愿考生须知”的

界面。考生必须按要求修改初始密码并填写联系地址、电话等信息。 

如果考生 3 月-4 月在网报系统中已经填好了自己的联络方式，也要

检查一下是否正确，如果有误或有变化，一定要更改过来。考生应仔

细阅读“网上填报志愿考生须知”，了解操作流程和相关要求以后再

进行操作。考生只有正确完成本界面操作后方可进入系统进行其它操

作。 

  第六步：选择批次填报志愿。在网页上点击“填报志愿”按钮，

选择要填报的批次进入填报页面，例如，你要填报本科第一批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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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点击“本科第一批”，进入本科第一批志愿栏，按志愿草表上的院

校代号和专业代号填到一本志愿栏内。填完一本志愿并保存好后，如

果你还要填报二本志愿，就点击“本科第二批”，进入本科第二批志

愿栏填二本志愿，以此类推。不同批次不同序号的院校志愿和不同序

号的专业志愿要填到对应的志愿栏，每个志愿要与志愿栏一一对应，

千万不要错栏错位。  

  第七步：检查核对。院校代号和专业代号输入完毕后，点击“下

一步”按钮，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将你填的代号转换成对应的院校和专

业，屏幕上会显示你填报的院校名称和专业名称。这时候，要阅读屏

幕上的提示信息，仔细核实显示的学校和专业是不是你想要填报的，

如果不是，或出现红色字体显示的“无效院校”或“无效专业”就说

明填错了代号，一定要查阅招生计划按正确的代号更正，不然就张冠

李戴了。如果要修改或补填志愿，可以点击“上一步”按钮，返回到

填报界面进行修改或补填。 

  第八步：保存志愿信息。检查志愿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

钮，只有点击了“保存”按钮，填报的志愿信息才会储存到网报系统

中；不点击的话，志愿信息就保存不了，等于没有填报志愿。每填好

一个批次的志愿，都要点击“保存”按钮，保存这个批次的志愿信息。 

  第九步：查询志愿,退出系统。把需要填报的各批次志愿全部填

报完毕后，点击“查询志愿”按钮，可以全面查看各批次志愿填报情

况，检查所填批次、院校、专业志愿是否完整准确，是否存在无效院

校志愿或无效专业志愿。全面检查填报的所有批次志愿后，如果没有

问题，点击“安全退出”按钮，退出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关闭填报志

愿的浏览器页面。 

  第十步：再次登录系统，再次查询志愿。退出网报系统后，为了

确保志愿信息安全有效无误，考生最好重新登录网报系统，再次查看

自己的志愿。 

五、网上填报志愿要注意的问题 

    1.网上填报志愿 10 个主要操作步骤一个都不能少。网上填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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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是投档录取依据，为了保证志愿的安全有效，考生要对自己填报

的志愿负责，严格按规定的步骤和程序上网填报。 

  2.登录省招办指定的网址填报。考生只能在省招办指定的网上填

报志愿，否则无效。 

  3.在规定时间上网填报。在规定时间内，考生可以不受次数限制

上网填报或修改，网上填报志愿截止时间一到，网报系统就会关闭，

不能再进行填报或修改。考生未在规定时间上网填报视为放弃填报志

愿。 

  4.首次登录后必须更改初始密码。考生本人对自己的密码负责，

要妥善保管好密码。若忘记或遗失密码，可以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向县

市区招办申请恢复初始密码，恢复初始密码后，考生应及时登陆系统

更改。密码设置不能过于简单，不要用出生年月、身份证号、学号、

考号、手机号、“1234”、“123456””、“6666””、“8888”或“aaaa”、

“abcdef”之类的数字和字母作为密码。 

  5.每次上网填报志愿有时限规定。考生每次登录网报系统后填报

时间为 30 分钟，应在 30 分钟内完成志愿填报，若超过 30 分钟，系

统将自动退出。如果考生还要填报或修改，可以在 15 分钟以后再次

登录网报系统。 

  6.一定要记住“保存”和“退出”。每一批次的志愿填报或修改

完成、检查无误后，一定要点击“保存”按钮，将填报的志愿信息保

存到网报系统。在填报的所有批次志愿都完成后，或离开计算机时，

一定要选择“安全退出”，退出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关闭填报志愿的

浏览器页面，避免密码或志愿被他人修改。 

  7.再次登录网报系统检查志愿信息。关闭填报志愿的浏览器页面

后，建议考生最好再次登陆网报系统，点击“查询志愿”按钮，检查

志愿信息是否保存，检查所填各批次、院校、专业志愿是否完整准确，

是否有误，是否遗漏。如有问题，及时解决。 

  8.建议先拟定好志愿草表再上网填报。高考志愿对录取考生至关

重要，考生必须慎重填报每一批次的每一个志愿，先反复斟酌填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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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草表，再对照拟好的志愿草表在网上一一填写，这样不容易出现错

漏。在网上草率填报、多次修改，很容易出现失误。 

  9.建议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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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往年网报情况看，考生如果在填报志愿截止时间之前集中

突击填报志愿和修改志愿，会心情紧张，容易错误操作；还有可能导

致网络访问流量过大，网络不畅，网速缓慢，影响填报。 

  10.准确填写联系电话和通信地址。考生登陆省招办网上填报志

愿系统后，除了填报志愿，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在网

上填报志愿系统中填写本人的联系电话和通信地址，联系电话建议填

写考生本人或家长的手机号码，这是考生网上录取电子档案信息中的

重要部分。考生在高考报名时填写的通讯方式主要用于考试和通知高

考成绩；在网上填报志愿系统中填报的通讯方式主要是用于录取期间

招生部门或高校与考生联系，用于高校寄发录取通知书。如果考生不

填写或填写不准确，可能会影响录取，录取后高校无法寄发录取通知

书，影响考生正常报到上学。每年都有部分考生，不填或随意填写，

高校在录取时需要与考生联系时无法联系上，在寄发通知书时无处寄

送，给录取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也耽误了考生自己。省招办

10639678 阳光招生短信平台只能向湖北省内联通、电信、移动的手

机号发送信息，暂时不能对省外手机号码发送信息。手机号长度为

11 位，请勿在前面加“0”或“86”。手机号码应为考生本人、家长

或其它近亲属的，除此之外，不要填写其它人的手机号码。所填写的

手机号码与联系电话一定要确保 9月底之前不停机。考生填写或修改

联系方式请于 6 月 28 日下午 5 点前完成，逾期将不能填写或修改。

特别提醒考生，避免使用携号转网的手机号码作为联系方式。 

 

六、填报平行志愿要注意的问题 

1.了解平行志愿投档规则。平行志愿投档时，先按一定规则对每

个考生计算出投档排序分数，按投档排序分数将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再按排序先后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投档（先投分数较高、排序在前



湖北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 官方微信号 hbszsb 

 

 

的考生）。对单个考生投档时，按照考生填报的院校顺序依次检索投

档，当计算机检索到考生填报的院校有计划余额，考生档案即投到这

个院校。平行志愿投档排序分数计算规则： 

  文理类：[高考文化总分+优录加分]+语文×10-3+数学×10-6+外语

×10-9。 

  美术与设计学类、音乐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表演类）： [（高

考文化成绩+优录加分）×40%+专业统考成绩×60%]×2+专业统考成

绩×10-6； 

戏剧与影视学类（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高考文化成绩+优录加分）+专业统考成绩]+专业统考成绩×10-6； 

舞蹈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服装表演专业）：专业统考成绩+（高

考文化成绩+优录加分）×10-6。 

  体育类：[（文化总分+优录加分）×50%+体育身体素质测试成绩

×75%]+体育身体素质测试成绩×10-6。 

  技能高考：[文化综合成绩+专业技能成绩+优录加分]+专业技能

成绩×10-6。 

  2. 准确定位，合理搭配。考生档案能否投档往往取决于高考成

绩是否达到学校的调档线，所以预估学校的调档线非常重要，省招办

在考生填报志愿前向社会公布各类考生的一分一档成绩统计表和往

年各批次学校的投档线及录取情况统计表。考生应先了解自己高考成

绩在全省的排位，根据自己的排位再选择填报学校，对填报的学校要

综合考虑学校近三年投档分数线、该分数当年在全省的排位，以及在

我省招生计划的变化情况。在填报平行志愿时，“冲”、“稳”、“保”

要合理组合，不要全部填报同一层次的院校，尽量保证所填报的院校

之间有一定的梯度，增大投档成功的概率。平行志愿中 9所院校或 6

所院校可以采取“333”阵型或“222”阵型排列，选择 3所或 2所学

校填在前面冲一冲，填报希望够得着的理想高校；选择 3所或 2所学

校填在中间稳一稳，填报与自己高考成绩“门当户对”的学校；选择

3所或 2所学校填在后面保一保， 填报录取概率比较大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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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平行志愿填报顺序影响投档结果，注意平行志愿排序。平行

志愿中的多个院校虽然是平行的，但计算机检索、投档是有先后顺序

的，网上填报志愿系统中同一批次的 9所或 6所院校排序的先后就是

计算机检索投档的顺序。如果考生填报的平行志愿中有多所院校都可

以投出去，那么档案只能投到排在最前面的那一所。因此，考生在填

报平行志愿时，院校志愿顺序最好按考生自己的意愿排序，将最想就

读的学校填在靠前的位置。对于有分类投档专业的院校，还要注重专

业志愿顺序，最好按考生自己的意愿排序，将最想就读的专业填在靠

前的位置。  

  4.填满所有院校志愿和专业志愿，争取最大录取机会。建议考生

尽量将所有院校志愿填满，考生如果少填一个院校志愿，就失去了一

次投档机会。同时，填好后续批次的志愿，避免落选。文理类考生可

以填报本科提前批文理类和本科第一、二批及高职高专提前批文理类

和高职高专文理类志愿，艺术类和体育类考生还可以兼报文理类志

愿。从往年录取情况看，有的考生达到本科第一批分数线，就只填报

一本院校志愿，不填报后面批次的志愿，一旦因分数低退档或档案没

有投出去，就失去了参与其他批次录取的机会。还有些考生在每一个

批次只填一个院校志愿，专业志愿也只填报一个，这实际上也减少了

参与投档录取的机会。 

  5.注意专业冷热搭配，最好选择服从专业调剂。实行平行志愿后，

很多学校录取考生的最高分和最低分差距缩小，热门专业和优势专业

可能出现“爆棚”现象。建议同一所院校中的 6个专业一定要冷热、

高低合理搭配，拉开专业差距。如果首选学校，就要适当降低专业要

求；如果首选专业，则要适当降低对学校的要求。在每个院校志愿中

有一个“服从专业调剂”志愿，用以表明考生在没有被自己所填专业

录取时，是否愿意调剂到这所院校的其他专业。如果考生不选择“服

从专业调剂”，就表明考生不愿意调剂到未填报的专业，当考生填报

的所有专业都不能录取时，一般会被高校退档。在这两年一本退档考

生中，绝大部分都是因为“不服从专业调剂”被学校退档。 



湖北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 官方微信号 hbszsb 

 

 

  6.全面了解分类投档规则，准确填报专业志愿。实行分类投档的

有：本科提前批和高职高专提前批文理类，艺术类本专科、其他批次

的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精准扶贫专项计划、省属院校面向

当地招生计划、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西藏

班、民族院校招收少数民族考生计划、经院校申请同意的报考生源较

少的优势特色本科专业和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等等。将这些录取标准不

一、有特殊要求和与其他招生专业差异较大的专业，用不同的投档单

位区分开来，在投档时分类投档，分类公布投档线。 

  考生可以充分利用分类投档规则，统筹规划各个批次的院校和专

业志愿，以实现个性化的升学愿望（有关分类投档的规则和案例详见

湖北招生信息网上登载的《阳光招生问答》）。对有分类投档计划的院

校进行投档时，依次检索考生填报院校志愿的 6个专业志愿对应的类

别，按考生所填专业对应的专业类别和专业志愿顺序投档，考生填报

的专业志愿顺序就是分类投档的先后顺序。因此，考生在填报有分类

投档计划的院校时，一定要准确无误填报专业志愿来表达个人升学意

愿，不填、错填或漏填专业、专业志愿排序不当都将直接影响考生的

投档录取。同一院校志愿的不同类别专业，既可以兼报（即在一个院

校志愿中同时兼报两类不同的专业），也可以单报（即在一个院校志

愿中只报某一类专业）。如果考生打算填报的某个院校的某个类别涉

及多个专业，那么在填报专业志愿时至少要填报其中一个专业。特别

提醒，对不想就读或家庭经济状况无力承担的专业类一定不要填报，

如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和高收费专业。 

  实行分类投档的院校和专业类别，原则上进行分类调剂、分类录

取。考生在同一院校志愿中，填报的专业志愿如果涉及多个专业类别，

且服从专业调剂，则可在多类专业之间调剂；如果只涉及某一类专业，

且服从专业调剂，则只能在这一类专业中调剂。简单地说，考生如果

填了服从专业调剂，填了哪些类就在哪些类的专业之间进行调剂录

取。以上是调剂的基本原则，但并不是填报了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都

能进行调剂录取，调剂录取考生是有条件的：一是考生要符合高校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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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章程规定的专业录取要求且院校同意调剂；二是考生要符合调剂录

取类别的录取条件和录取分数；三是调剂类别有计划空缺。 

  7.认真阅读高校《招生章程》，仔细了解院校和专业的录取要求。

考生选定拟填报院校后，一定要认真阅读拟填报院校的《招生章程》，

仔细了解学校是否有特殊要求。比如，部分高校或专业对考生的身体

条件、性别、外语口试、单科成绩等有特殊要求；在艺术本科（一）

使用全省专业统考成绩录取的重点高校越来越多，部分院校对录取考

生的全省专业统考成绩或英语成绩等提出分数要求。网上录取系统投

档时是按考生的投档排序成绩进行投档，投档排序成绩达到填报学校

投档线后就会投档，院校审阅考生档案后，会将不符合本校录取条件

的考生退档。特别提醒考生，填报自身条件达不到要求的院校相当于

填报了无效志愿，会影响投档录取。 

8.平行志愿不是“保险箱”，也有落选风险。平行志愿虽然减轻

了考生填报志愿的压力，增加了考生的录取机会，同时，也存在风险。

一是定位不准，考生成绩达不到填报院校的调档线，档案投不出去。

二是达不到填报专业的录取线，而且又不愿意服从专业调剂被退档。

三是填报不符合考生自己条件的院校或专业，档案投出去后被退档。

最大的风险是一旦被退档后，只能参加计划未完成院校征集志愿或下

一批次录取，录取的满意度会大大降低。 

 

七、谨防招生诈骗，一旦发现，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 

在招生录取期间，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求学心切的心理，打着

种种幌子，以谋取钱财为目的进行招生诈骗活动，一些考生和家长往

往轻信许诺，上当受骗。请广大考生注意以下几点： 

1.要甄别录取通知书。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期间，有些不法中介机

构和个人，故意混淆网络教育、成人教育、自学考试、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与高等学历教育的区别，也给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蒙骗考生和

家长，招揽生源，骗取钱财。考生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定要登陆湖

北招生信息网或省招办网上填报志愿系统或到县市区招办查询、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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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录取信息，如查询的信息与录取通知书一致（包括录取学校名

称、专业和层次），就是经过省招办办理了正式录取手续，否则，就

不是经过省招办办理了普通高校正式录取手续的通知书。湖北考生只

有经湖北省招办办理录取手续，才能注册取得普通高校学籍，毕业后

才能取得普通高等教育的学历文凭。 

2.我省实行阳光招生，“分数够了谁都不用找，分数不够找谁都

没有用”。除了国家和省规定的照顾政策，没有任何人在高校招生中

享有特权；除了到高校报到入学时按物价部门批准的项目和标准缴纳

相关费用外，录取期间不用向任何机构和个人交钱；除了省级招办，

没有其他任何机构可以组织普通高校招生。 

3.“湖北阳光招生短信服务平台”所使用的号码为 10639678。

省招办仅通过此号码向考生发送填报志愿提醒或其它招生提醒信息。

如果收到其它号码发送的所谓招生信息，请不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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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网上填报志愿诚信承诺 

 

考生姓名                    高考报名号                                        

毕业学校                    班级                                                              

本人已认真阅读《湖北省 2018 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必

读》，知晓网上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和规定，了解网上填报志愿程序和

要求等内容。本人郑重承诺： 

1. 我将认真阅读省招办公布的招生计划和有关高校招生章程，

严格按规定的时间和程序填报志愿，对自己在网上填报志愿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负责。 

2. 认真设置、妥善保管自己的网上填报志愿密码，不向他人透

露密码和身份信息，不委托他人代填或代改志愿。 

3. 如果本人未按照省招办规定时间和程序填报志愿、了解学校

信息不准确、未检查发现错填或漏填志愿、密码设置不当、保管不善

或泄露密码或请人代填代改志愿等原因，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自己负

责。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一份考生个人留存，一份交中学存档备查，

社会考生交县市区招办留存。） 

                              

 考生签名：                       201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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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招生录取期间，全省各市、县招办以及在鄂的高校均设立咨询接

待点，考生可就近咨询。省招办咨询接待安排：6月 12 日至 6 月 30

日，咨询接待点设在湖北科教大厦 B座 3楼，位于武昌洪山广场东侧；

7 月 1 日至 9 月 22 日，设在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沙湖基地。接待考生

时间为上午 8:30-11:30，下午 2:30-5:30。考生和家长凭考生高考准

考证进入咨询接待点。 

省招办从 6月中旬起，在湖北招生信息网开设网上答疑平台，有

专人在网上答疑专栏回答考生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