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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招考委办〔2020〕49号 

 

 

各市、县教育局，各市招生考试院（考试中心），各县（市）

招生办（考试院），各高等学校： 

2020 年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成人高考）

于 10 月底举行。为保证我区成人高考报名工作平稳顺利进行，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 

2020年成人高考网上报名时间为 8月 31日 12:00至 9月 6

日 17:00。所有参加全国统考的考生以及各类申请免试入学的人

员，均需进行网上报名。逾期不再办理成人高考报名手续。 

二、报名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从业人

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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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4.广西籍公民或持有广西公安部门签发的有效期内的卡片

式居住证的非广西籍公民；报考当年 8月 31日前年满 18周岁。 

5.报考高起本或高起专的考生除满足上述 1-4 点条件外，

还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 

6.报考专升本的考生除满足上述 1-4 点条件外，还应具备

下列条件之一： 

（1）须在 2021 年春季入学注册前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

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

毕业证书、本科结业证书或以上证书，且证书可在教育部“中

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chsi.com.cn）查询认证；证书

未能在上述网站查询认证的考生，须提供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

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出具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获取办法可登录“广西毕业生就业网”（www.gxbys.com）查询，

联系电话：0771—3839583、5320961(传真)。 

（2）持部队院校文凭报考专升本的考生须提供全军自 1995

年起统一制作颁发的高等专科毕业以上学历证书原件、复印件

和本人身份证。 

（3）持国外文凭、港澳台文凭报考专升本的考生须取得国

家学历认证部门出具的专科毕业或以上学历的认证报告，获取

办法可登录“中国留学网”（www.cscse.edu.cn）。 

7.报考成人高校医学门类专业的考生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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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学等临床

类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

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或取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专相应

专业学历；或者县级及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

证书并具有中专学历或中专水平证书。 

（2）报考护理学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

发的执业护士证书。 

（3）报考医学门类其他专业的人员应当是从事卫生、医药

行业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 

（4）考生报考的专业原则上应与所从事的专业对口。 

不具备上述条件且要求报考医学门类专业的考生，毕业后

所获得的医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将不能作为参加执业医师、

执业护士考试的依据，请考生慎重报考。 

8.现役军人报考还须提供所在部队团以上政治部出具的证

明和有效二代居民身份证。 

（二）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机关填发的《外国人永久居

留证》或《外侨居留证》，在中国定居并符合上述报名条件的

外国侨民。 

（三）申请免试生的考生除符合以上条件外，还应具备下

列条件： 

1.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经本人申请，自治区招生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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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审核，招生学校同意，可免试进入相应层次成人高校学习。 

2.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优秀运动员经本人申请并出具自治

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核的《优秀运动员申请免试进入成人高等学

校学习推荐表》（国家体育总局监制）并报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审核，招生学校同意，可免试进入相应层次的成人高校学习。 

（1）奥运会、世界杯赛和世界杯锦标赛的奥运会项目前八

名获得者、非奥运会项目前六名获得者； 

（2）亚运会、亚洲杯赛和亚洲锦标赛的奥运会项目前六名

获得者、非奥运会项目前三名获得者； 

（3）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的奥运会项目前三

名获得者、非奥运会项目冠军获得者。 

3.参加“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三支一扶”（支教、

支农、支医、扶贫）、“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项目服务期满并考核合

格者（详见附件 3），以及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服义务兵役

退役的，凭有效二代居民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护照（以下简

称“有效身份证件”）、普通高职（专科）毕业证、士兵退役

证或相关项目考核合格证，可申请免试就读广西所属的成人高

校专升本，学习方式为业余学习，在校学习时间一般为二年半。

服义务兵役退役的人员，如果是在退役后才被普通高职（专科）

录取或者所持毕业证不属于普通高职（专科）毕业证，则不符

合免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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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类申请免试就读成人高校的人员，在网上报名期间可

自行通过网上报名系统调整为统考考生，报名成功后可参加当

年成人高考。 

    三、报名办法 

（一）报名流程。 

1.“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www.gxeea.cn）为 2020 年广

西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唯一指定的报名网站。考生登录“广西招

生考试院”网站点击“系统导航→考试报名→广西成人高考网

上报名系统”（以下简称网上报名系统），自行选择网上报名系

统“入口一（电信）”或“入口二（移动）”进行报名。报名流

程为：注册→个人资料填写→志愿填报→报名信息确认→考区

选择→网上缴费→报名成功。考生报名前须仔细阅读报名首页

中的《考生填报手册》，准确、如实填写报考信息。 

（二）考生身份信息和报考条件审核。 

本次考试报名对考生身份信息和报考条件进行网上审核。 

对网上审核出现异常情况和已在网上提交

提供线下审核服务。 

需要进行线下审核的考生，须由本人持二代有效居民身份

证（或临时身份证）、相关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在报名时间

结束前到考生选择的确认点进行线下审核。 

线下审核完成后，考生仍需继续完成网上报名工作。如因

考生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办理线下审核或未能按时完成网上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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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视为此次考试报名不成功，并由考生本人承担相应的

后果。 

线下审核工作办法：由确认点工作人员使用身份证识别设

备核实考生身份，确认考生提供的材料原件、复印件和网上上

传材料的一致性，根据报考条件的规定进行相关材料和信息的

审核确认。线下审核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4。 

四、考区设置 

高起本只在市辖区考区开考，各市辖区、县（市、区）考

区均开考高起专、专升本。 

我区成人高考考区设置如下： 

南宁市：市辖区、武鸣区、隆安县、马山县、上林县、宾

阳县、横县、广西民族大学、南宁师范大学、广西职业师范学

院、广西大学 、广西财经学院（只开考专升本）。 

柳州市：市辖区、柳城县、鹿寨县、融安县、融水县、三

江县、广西科技大学。 

桂林市：市辖区、临桂区、阳朔县、灵川县、全州县、兴

安县、永福县、灌阳县、龙胜县、平乐县、荔浦市、恭城县、

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理工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梧州市：市辖区、苍梧县、藤县、蒙山县、岑溪市。 

北海市：市辖区、合浦县。 

防城港市：市辖区。 

钦州市：市辖区、灵山县、浦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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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市辖区、平南县、桂平市。 

玉林市：市辖区、容县、陆川县、博白县、兴业县、北流市。 

百色市：市辖区、田阳区、平果市、靖西市、凌云县、隆林县。 

贺州市：市辖区、昭平县、钟山县、富川县。 

河池市：市辖区、宜州区。 

来宾市：市辖区。 

崇左市：市辖区、扶绥县。 

    五、考试科目及要求 

（一）统一考试科目和考试时间。 

1.高起专、高起本统一考试科目一览表。 

层 次 报考科类 统一考试科目 

高起专 
理科 语文  数学（理）  英语（高起专、本） 

文科 语文  数学（文）  英语（高起专、本） 

高起本 
理科 语文  数学（理）  英语（高起专、本）  理化 

文科 语文  数学（文）  英语（高起专、本）  史地 

每门科目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每科试题满分均为 150 分。 

2.专升本各科类统一考试科目一览表。 

层 次 报考科类 统一考试科目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政治    英语（专升本）   大学语文 

艺术类 政治    英语（专升本）   艺术概论 

理工类 政治    英语（专升本）   高等数学（一） 

经管类 政治    英语（专升本）   高等数学（二） 

法学类 政治    英语（专升本）   民法 

教育学类 政治    英语（专升本）   教育理论 

农学类 政治    英语（专升本）   生态学基础 

医学类 政治    英语（专升本）   医学综合 



—8— 

    每门科目考试时间为 150分钟。每科试题满分均为 150 分。 

（二）报考成人高校艺术或体育类专业的考生必须参加由

学校自行命题和组织的专业加试，其他专业是否加试由各成人

高校自行确定。相关考生须自行向学校了解专业加试的科目、

时间和地点等事宜。凡未参加专业加试或加试成绩不合格的，

一律不予投档。 

（三）统考科目复习大纲。使用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于2011年

4月颁布的《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复习考试大纲》。 

六、报考收费 

根据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厅《关于我区普通高考等报名考

试费收费标准的批复》（桂价费〔2009〕212号）规定，成人高

考考生须交纳报名费每人 40 元，考试费每人每科 20 元。高起

本考 4 科，报名考试费共计 120 元。高起专、专升本考 3 科，

报名考试费共计 100 元。各类免试生每人交纳报名费 40元。 

七、打印准考证时间和办法 

（一）10月 19日 12:00 起至 10月 25 日，考生使用身份证

号码和密码登录网上报名系统自行打印准考证。 

（二）考生打印准考证后，不准擅自更改或伪造准考证上

的信息，擅自更改或伪造的准考证视为无效证件，准考证上的

信息以网上报名采集的为准。 

（三）准考证是考生参加考试的有效凭证之一，参加考试

的考生须同时出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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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考生及时打印准考证并妥善保管。 

八、加分、降分照顾政策 

为更好地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对先进模范人物的鼓励政策，

培养民族地区专业技术人才和少数民族干部，根据《关于公布

我区调整规范成人高考加分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招考委〔2016〕

3 号），2020 年我区成人高等学校继续对老、少、边、山、穷

县（市、区）及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少数民族考

生、一级运动员称号获得者和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台

湾籍考生、烈士子女、烈士配偶、大龄青年以及艰苦行业的考

生予以适当加分照顾。具体办法如下： 

（一）广西户籍的考生，不论在广西区内任何地方报考成

人高考，均以其在公安部门登记的户籍地址作为享受少数民族

加分或边疆、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加分的依据。加分分值如

下： 

1.户籍在全区范围内（除户籍在南宁市、桂林市、柳州市、

梧州市、北海市等 5 市城区的考生外）的瑶、苗、侗、毛南、

仫佬、回、彝、京、水、仡佬族等 10 个世居少数民族的考生，

加 20 分。 

2.户籍在恭城、龙胜、资源、富川、融水、三江、金秀、

大化、都安、环江、巴马、罗城、隆林、西林、凌云、靖西、

那坡、德保、防城港市港口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

思、凭祥、大新、宁明、龙州、天等、崇左市江州区、扶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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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个民族自治县（含享受民族自治县同等待遇县）和边境县（含

享受边境县同等待遇县）的考生（含汉族考生），加 20分。 

3.户籍在乐业、田阳、田东、田林、平果、宜州、东兰、

凤山、天峨、南丹、融安、象州、武宣、忻城、灌阳、马山、

上林、隆安、昭平、蒙山、百色市右江区、河池市金城江区等

22 个山区县（市辖区）的考生（含汉族考生），加 20 分。 

4.除上述 51 个县（市、区）、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

梧州市、北海市等 5 市城区的少数民族考生以及 10 个世居少数

民族的考生外，户籍在区内其他市、县的少数民族考生，加 7

分。 

5.户籍在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梧州市、北海市等 5

市城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加 5分。 

（二）符合报考政策的外省户籍的少数民族考生在我区参

加成人高考，加 5 分。 

（三）以下加分项目，考生不论户籍是否在广西均可享受

相应的加分： 

1.运动健将和武术项目武英级运动员称号获得者，加 50 分

（须经自治区体育局审核并出具运动成绩证明）。 

2.一级运动员称号获得者，加 30分（须经自治区体育局审

核并出具运动成绩证明）。 

3.年满 25周岁考生，加 20分。 

4.获得国务院各部委、国家特大型企业和自治区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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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厅、局系统以及设区市以上（含）党委、政府授予的“劳

动模范” “先进生产（工作）者” “模范（先进）教师” “模

范（优秀）党员”称号者及科技进步（成果）奖者，加 20 分。 

5.获得省级工、青、妇等组织授予“五一劳动奖章”“青

年五四奖章”“三八红旗手”称号者，加 20 分。 

6.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警荣立个人三等功以上者，

加 20 分。 

7.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台湾省籍考生，加 20 分。 

8.烈士子女、烈士配偶，加 20分。 

9.在国防科技工业三线企业单位（地处设区市以上人民政

府所在地的除外）中获得企业表彰的先进生产（工作）者，加

20 分。 

10.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加 10分。 

（四）照顾加分的适用范围。 

考生享受的照顾加分，适用于所有成人高校的招生录取。 

（五）报考农、林、水利、地质、矿业、公安、监所、测

绘、远洋运输、社会福利等专业，在生源不足时可适当降分投

档，降分最大幅度不得超过 20分。  

（六）高起专公安类成人高校的全部专业、医学（中医学

类和药学类两个一级学科除外）专业、中医药学专业和中央司

法警官学院的监狱管理专业、劳教管理专业，如上线生源不足

可适当降低最低控制分数线，但不得低于相应考试科类最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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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分数线的 70%。 

（七）残疾人民警察、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

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以上享受照顾加分或降分的考生在总分上线投档后是否录

取由招生学校确定。 

九、考生违规作弊的处理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的规定执行。 

十、工作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县（市、区）和高校要

充分认识成人高考在拓宽社会成员终身学习通道中的重要意义，

加强对成人高考报名工作的组织领导，梳理排查薄弱环节，强化

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强化对关键岗位的监管，强化对相关工

作人员的法制警示教育和业务管理培训，合理安排考点考位，

确保我区 2020年成人高考报名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各市、县（市、区）和高校要

精心部署，以人为本，进一步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提高工作效

率，营造良好的报名环境。 

1.报名期间，各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及高校要

安排人员值班，保持电话畅通，耐心解答考生问询，协助考生

办理重置密码、线下审核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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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报名确认点要合理布置工作场所，制定完善的线下审

核工作流程，提前做好网络测试、工作人员培训和考生身份验

证设备的配置等相关工作，确保线下审核工作的顺利进行。 

3.各报名确认点要根据疫情防控管理工作要求，做好线下审

核工作场所的环境卫生消杀，并在考生入场时进行体温检测并检

查“广西健康码”。考生需自备口罩，在除需拍照核验身份外，

全程佩戴口罩。 

4.各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原则上要将本区域所

辖的标准化考场全部用于本次成人高考。如有特殊情况无法使

用标准化考场的，须向自治区招生考试院提交书面报告，并负

责向考生做好解释工作。 

5.考生报考有疑问的，可向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

构和成人高校咨询，也可关注“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和微信

公众号“柳园清风”获取更多资讯。 

    （三）加强招生宣传服务。各市、县（市、区）招生考试

机构和高校要根据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主流媒

体和新媒体，大力宣传成人高校招生政策，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

人员报考。同时，要加强对各函授点、教学点招生宣传的监管，

坚决杜绝不实宣传，任何学校、机构和个人不得组织跨省异地

报考。严禁通过中介机构发动甚至买卖生源，防范培训机构、

中介组织假借成人高校招生名义进行虚假宣传和欺诈性招生等

行为。各高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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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有关招生规定制定招生章程并向社

会公布。招生章程须如实反映本校的招生范围、学习形式、学

制和年限、办学地点、录取原则、收费标准以及专业加试科目

的时间、地点等实际情况。各高校须对招生章程的内容承担责

任并负责处理遗留问题。 

（四）按时上报相关数据。 

1.9 月 18日前，以市、高校为单位统计各考区的《试卷订

卷表》《报考基本情况统计表》《考区联系人信息表》，由市

招生考试机构及高校以纸质形式加盖公章，用特快专递寄送至

自治区招生考试院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处。 

2.10 月 16 日前，各考区、标准化考点登录“广西招生考试

院统一门户系统”（网址：https://zhgl.gxeea.cn:20080），选

择“考试资源管理系统”，完成涉考人员基本信息的录入。涉考

人员包括主考、副主考、现场监考、流动监考、视频监考、现

场巡视员、网上巡视员、保密室值守人员、试卷押运人员等其

他涉考人员。 

    十一、其他 

（一）相关材料寄送信息：南宁市青秀区柳园路 6号自治区

招生考试院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处，邮编：530021；联系人及电话：

张西渝，0771-5305162。 

（二）其他未尽事宜，可电话咨询。联系人及电话：成人

高校招生考试处邹敏，0771-5337385、18907711223；信息技术

https://zhgl.gxeea.cn:2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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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韦军，0771-5338200、 18077160705、wj@mail.gxeea.cn。 

 

附件：1.广西 2020 年成人高考报名和考试主要工作日程表 

2.考生报考资料填报说明 

3.普通高校毕业生“下基层”服务项目一览表 

4.线下审核情况汇总表 

5.成人高校招生图像采集规范及信息标准 

 

 

 

   2020 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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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时间 工作事项 

1 8月 24日前 

1、各市县及高校考区系统管理员

在国家教育考试综合管理平台设

定成人高考考务管理员和成人高

考考务人员，并分配相应的权限。

2、考区在成人高考报名管理系统

中设置本考区的考位数。 

2 8月 31日 12:00至 9月 6日 17:00 
考生网上报名、选择考区、网上缴

费和线下信息、材料审核 

3 9月 14日前 考区进行考场编排 

4 9月 18日前 

考区上报《试卷订卷表》《报考基

本情况统计表》《考区联系人信息

表》 

5 9月 29日前 

考点在国家教育考试综合管理平

台中进行物理考场对应和提前录

入可确定工作人员基本信息 

6 10月 16日前 

在国家教育考试综合管理平台完

成所有工作人员信息录入并进行

人员工作岗位分工 

7 10月 19-25日 考生在网上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 

8 10月下旬 成人高考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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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考生在登录网站进行报名时，应仔细阅读并按照本填报说

明进行填报。填写时请看清内容，认真填报，具体要求如下： 

（一）考生“性别”“民族” “出生日期”等个人基本信

息由网上报名系统与公安部门身份数据信息验证通过后，自动

生成。 

（二）考生个人资料填写的其他栏填入相应的个人信息。 

（三）考生照片的要求：具体标准详见附件 5。照片上传

请使用系统提供的小程序。 

（四）“报考层次” “报考科类”栏根据自己实际需求进

行选择。 

（五）“录取通知书寄达地址”栏填写本人详细的工作单

位或者家庭住址，以便学校寄发录取通知书。 

邮寄地址例 1：广西 XX 市 XX 县（市、区）XX 路 XX 号 XX

小区 XX栋 XX号房 

邮寄地址例 2：广西 XX县（市、区）XX 镇（乡）XX 村 XX

屯 XX 组 

（六）志愿填报。 

1.考生须选择报考的层次及科类后再进行志愿填报。 

2.每位考生可填报两个学校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可填报两

个专业。考生通过“点击选择”按钮可直接筛选相应层次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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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及专业。 

3.同一学校的同一专业名称，因科类、学习形式、层次的

不同而有不同的代码，考生必须先核对清楚自己所报专业的科

类、学习形式、层次。 

4.第一志愿的科类必须与报考科类一致。专升本第二志愿

必须与第一志愿的科类相同。在报考科类相同的情况下，高起

本第二志愿可兼报相同科类的高起专。高起专在相同科类之间

的专业可兼报。 

5.报名系统中设置有“是否服从调剂录取到相同专业相同

学习形式的其他院校”栏目供考生选择。如果考生所填报的两

个学校志愿按顺序都无法出档录取，考生只要填报了该服从调

剂选项的，在考生所报专业和学习形式相同的其他院校未完成

招生计划时，将调剂录取，不再征求考生意见；未填报该服从

调剂选项的考生，不予调剂录取。 

6.考生志愿在网上报名时间截止前均可修改。修改报考层

次后如需要补交部分报名考试费的，可直接在报名系统补交；

如已交纳的报名考试费多于实际应交纳的报名考试费的，已多

交部分将不予退还。 

7.申请免试就读成人高校专升本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

任职”“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扶贫）、“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

划”等项目服务期满并考核合格者，以及普通高职（专科）毕

业生服义务兵役退役的人员，只能填报广西区属高校的学习形

式为业余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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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项目名称 文号 文件 起始时间 服务年限 实施合格证颁发部门（厅） 

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 

中青联发 

〔2003〕第 26号 

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 人事部关于实施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通知 
2003年 1-2年 共青团广西区委 

支教、支农、支医 

和扶贫计划 

国人部发 

〔2006〕16号 

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财

政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关于组

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

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 

2006年 2-3年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教师〔2006〕2号 

教育部 财政部 人事部 中央编办关于

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

岗位计划的通知 

2006年 3年 自治区教育厅 

选聘高校毕业生 

到村任职 

组通字 

〔2008〕18号 

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财政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关于选

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

行）》的通知 

2008年 2-3年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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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需审核 

类型 

需审核 

情况 

考生须携带证件、 

和材料 
审核程序 备注 

 

 

 

 

考生（含港、澳、

台人员）上传的

照片与公安部

门登记的照片

信息不一致 

考生本人二代有效居民

身份证（港、澳、台人

员的本人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

来往大陆通行证） 

1.确认点人工审核考生证件的有效性后，通过身份证阅读器或者手工输入考

生姓名、证件号，在系统中找到考生的线下申请核验信息。2.用摄像头现场

采集考生相片后，点击“开始审核”，系统自动将该照片与报名系统中已上

传的准考证照片及公安部门登记的照片信息两两比对。3.若系统人脸比对结

果显示为“审核通过”，则确认点手动点击“校验通过”，考生可继续进行

网上报名。若系统人脸比对结果显示为“审核不通过”，则确认点人工进行

判定是否考生本人，判定为考生本人的点击“校验通过”强行通过，考生可

继续进行网上报名；判定为非考生本人的，点击“校验不通过”，考生将不

能进行本次考试报名。 

 

非广西籍（含

港、澳、台）人

员居住证网上

审核不通过 

考生本人二代有效居民

身份证（港、澳、台人

员的本人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

来往大陆通行证）和居

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1.确认点人工审核考生证件的有效性后，通过身份证阅读器或者手工输入考

生姓名、证件号，在系统中找到考生的线下申请核验信息。2.确认点人工审

核考生居住证原件与复印件一致性后，留下复印件，以便统一送至公安部门

进行居住证的真实性审核。3.确认点手动点击系统“人工核验”的“通过”

后，考生可继续进行网上报名。待居住证真实性确认后，考生后续报名有效，

反之报名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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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审核 

类型 

需审核 

情况 

考生须携带证件、 

和材料 
审核程序 备注 

 

 

 

 

考生报名时填

写的姓名（包括

书写错误和曾

用名）与公安部

门登记信息不

一致 

考生本人二代有效身份证 

1.确认点人工审核考生证件的有效性后，通过手工输入考生网上报名注册时

填写的姓名、证件号，在系统中找到该考生的线下申请核验信息。2.在系统

“考生姓名”栏重新输入证件上的考生姓名后，点击“提交”，系统将自动

与公安部门登记信息进行比对。3.若系统比对结果提示为“校验通过”，则

确认点手动点击“审核通过”，考生可继续进行网上报名。若系统提示为“校

验不通过”，则确认点人工进行判定是否考生本人，判定为考生本人的点击

“审核通过”强行通过，考生可继续网上报名；判定为非考生本人的，点击

“审核不通过”，考生将不能进行本次考试报名。 

 

考生学籍信息

与网上审核不

一致，实际已毕

业但判定为在

校生 

考生本人二代有效身份

证和毕业证原件 

1.确认点人工审核考生证件的有效性后，通过身份证阅读器或者手工输入考

生姓名、证件号，在系统中找到考生的线下申请核验信息。2.确认点人工审

核考生毕业证原件有效性。3.若确认点人工审核证件有效，手动点击“审核

通过”，考生可继续进行网上报名。若人工审核证件无效，手动点击“审核

不通过”，考生将不能进行本次考试报名。 

 

未在国家出入

境平台查询到

身份信息的港、

澳、台考生 

考生本人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

来往大陆通行证原件 

1.确认点人工审核考生证件的有效性后，通过手工输入考生姓名、证件号，

在系统中找到考生的线下申请核验信息。2.确认点人工审核考生证件原件有

效性。3.若确认点人工审核证件有效，手动点击“审核通过”，考生可继续

进行网上报名。若人工审核证件无效，手动点击“审核不通过”，考生将不

能进行本次考试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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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审核 

类型 

需审核 

情况 

考生须携带证件、 

和材料 
审核程序 备注 

 

 

 

 

现役军人报考 

考生本人网上提交的部

队团以上政治部出具的

证明、有效二代居民身

份证和士兵证原件 

1.确认点人工审核考生证件的有效性后，通过手工输入考生姓名、证件号，在系

统中找到考生的线下申请材料核验信息。2.确认点人工审核考生部队团以上政治

部出具的证明、士兵证原件有效性。3.人工初次审核考生证件原件与网上提交扫

描件是否一致，若确认点人工审核一致，在系统备注中注明通过原因，手动点击

“审核通过”，考生可继续进行网上报名。若人工审核证件不一致，在备注中注

明不通过原因，手动点击“审核不通过”，考生需网上重新提交相关材料。重复

线下审核步骤，若逾期未审核通过的考生，则报名失败。 

 

加分材料审核 相应加分材料 

1.确认点人工审核考生证件的有效性后，通过身份证阅读器或者手工输入考生姓

名、证件号，在系统中找到考生的线下申请核验信息。2.确认点人工审核考生材

料原件与网上提交扫描件一致性，并初步审核是否符合加分政策。3.对初审符合

加分政策的考生，在系统备注中注明“考生所提供材料原件与线上材料提交材料

一致，符合加分政策”；对不符合加分政策的考生，在系统备注不符合加分政策

原因，考生可重新提交相关材料。重复线下审核步骤。4.对于确认点审核符合加

分政策的考生，后期由自治区招生考试院统一进行加分公示。 

加 分 材

料 审 核

不 影 响

考 生 网

上报名。 

免试生材料审核 相应免试生材料 

1.确认点人工审核考生证件的有效性后，通过身份证阅读器或者手工输入考

生姓名、证件号，在系统中找到考生的线下申请核验信息。2.确认点人工审

核考生材料原件与网上提交扫描件一致性，并初步审核是否符合免试政策。

3.对初审符合免试政策的考生，确认点在系统备注中注明“初审通过”，考

生可继续网上报名；对初审不符合免试政策的考生，在系统备注初审不通过

原因。考生需重新提交相关材料。重复线下审核步骤。4.对于确认点初审符

合免试政策的考生，后期由自治区招生考试院统一进行免试生公示。 

在报名期

内，考生

有 5 次提

交材料并

进行线下

审核的机

会。 



 

—23— 

 

附件 5 

 

一、基本要求 

（一）报名图像应使用报名考生本人近期(一般为报名年度

内)正面免冠彩色头像的数字化图像文件。 

（二）图像应真实表达考生本人相貌。禁止对图像整体或

局部进行镜像、旋转等变换操作。不得对人像特征(如伤疤、痣、

发型等)进行技术处理 

（三）图像应对焦准确、层次清晰、色彩真实、无明显畸变。 

（四）除头像外，不得添加边框、文字、图案等其他内容。 

二、拍照要求 

（一）背景：应均匀无渐变，不得有阴影、其他人或物体。

可选用浅蓝色（参考值 RGB＜100，197，255＞）、白色(参考值

RGB(255，255，255＞)或浅灰色(参考值 RGB＜240，240，240＞)。 

（二）人物姿态与表情：坐姿端正，表情自然，双眼自然

睁开并平视，耳朵对称，左右肩膀平衡，嘴唇自然闭合。 

（三）眼镜：常戴眼镜者应佩戴眼镜，但不得戴有色(含隐

形)眼镜，镜框不得遮挡眼睛，眼镜不能有反光。 

（四）佩饰及遮挡物：不得使用头部覆盖物(宗教、医疗和

文化需要时，不得遮挡脸部或造成阴影)。不得佩戴耳环、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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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饰品。头发不得遮挡眉毛、眼晴和耳朵。不宜化妆。 

（五）衣着：应与背景色区分明显。避免复杂图案、条纹。 

三、照明光线 

（一）照明光线均匀，脸部曝光均匀，无明显可见或不对

称的高光、光斑，无红眼。 

（二）建议配置光源两只(色温 5500K-5600K)，摆设高度

与被拍摄人肩部同高，角度为左右各 45度，朝向对准被拍摄人

头部，距离被拍摄人 1.5 米-2 米。 

四、数字化图像文件 

（一）数字化图像文件规格为宽 480 像素＊高 640 像素，

分辨率 300dpi，24 位真彩色。应符合 JPEG 标准，压缩品质系

数不低于 60，压缩后文件一般在 20KB 至 40KB。文件扩展名应

为 JPG。 

（二）人像在图像矩形框内水平居中，左右对称。头顶发

际距上边沿 50像素至 110 像素；眼晴所在位置距上边沿 200像

素至 300 像素；脸部宽度（两脸颊之间）180像素至 300 像素。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8月 1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