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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校2020年本科招生录取情况的通报
2020 年是广东高考综合改革的转折年，学校面向全国 12 个
省（区）招生。学校招生工作全面贯彻高考“阳光工程”，本着“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教育部、省教育厅、省考试院的各
项规定和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的部署，强化管理，精心组织，顺
利完成了本科招生录取任务。
现将今年本科招生情况通报如下：
一、计划执行总体情况
我校今年本科招生计划 7375 人。其中普通高考计划 5959 人，
本科插班生 1006 人，三二分段专升本转段 235 人，第二学士学位
175 人。普通高考招生计划中，广东省 5678 人（文科 868 人，理
科 4525 人，艺术 285 人），占普通高考招生计划数 95.28%；广
东省外 222 人（理科 192 人，艺术 30 人），占普通高考招生计划

数 3.73%；用于调节各省（区）统考线上生源不平衡的预留计划
59 人。
实际录取 7206 人。其中普通高考实际录取 5947 人，本科插
班生 1048 人，三二分段专升本转段 207 人，第二学士学位 4 人。
普通高考实际录取中，广东省 5716 人（文科 876 人，理科 4555
人，艺术 285 人），占普通高考录取数 96.12%；广东省外 231 人
（理科 201 人，艺术 30 人），占普通高考录取数 3.88%。
2020 年本科分专业招生计划执行情况详见附件 1。
二、普通高考招生录取情况
（一） 广东省生源情况
今年我校文科加预留计划 8 人后按 1:1 正式投档；理科加预
留计划 51 人后按 1:1 正式投档；艺术类按原计划 1:1 正式投档。
文、理、艺术均在第一志愿组完成录取任务。
2020 年广东省普通高考录取新生生源质量情况详见附件 2。
1．今年我校高分优先录取 101 人（文科录取 1 人，理科 100
人），较去年增加 21 人，占广东省录取数 1.77%。
2020 年各专业高分优先录取情况详见附件 3。
2．今年文科录取分超过省内本科录取最低控制线（以下简称
省本科最低线）100 分（即 530 分）以上 17 人，占广东省文科录
取数 1.94%；超过省本科最低线 90 分（即 520 分）以上 294 人，
占广东省文科录取数 33.56%；超过省本科最低线 80 分（即 510
分）以上累计 702 人，占录取数 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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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今年理科录取分超过省内本科录取最低控制线 100 分（即
510 分）以上 1451 人，占广东省理科录取数 31.86%；超过省本科
最低线 90 分（即 500 分）以上累计 2727 人，占录取数 59.87%；
超过省本科最低线 80 分（即 490 分）以上累计 4099 人，占录取
数 89.99%。
4．按 合 成 总 分 等 于 文 化 课 成 绩 ×60%+ 术 科 统 考 成 绩
×2.5×40%计，省内美术类本科录取最低合成分为 408.5 分。今年
我校美术类录取合成总分超过省本科最低线排序分 100 分（即
508.5 分）9 人，占广东省艺术类录取数 3.16%；超过省本科最低
线排序分 90 分（即 498.5 分）以上累计 128 人，占录取数 44.91%；
超过省本科最低线排序分 80 分（即 488.5 分）以上累计 234 人，
占录取数 82.11%。
（二） 广东省本科类第一志愿报考情况
1. 文科正式投档 875 人，录取 875 人。英语、园林、会计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城乡规划、商务英语等专业生源充足，第一志
愿报考人数与招生计划数比分别为 2.64:1、2.63:1、1.62:1、1.57:1、
1.27:1、1.02:1；其它专业第一志愿报考人数比招生计划数少。
2. 理科正式投档 4476 人，因 21 人不服从调剂退档，最后录
取 4455 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会计学、
物联网工程、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网
络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商务英语、动物医学、通信工程、土木
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等专业生源充足，第一志愿报考人数与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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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划数比分别为 7.55:1、4.07:1、2.12:1、1.84:1、1.83:1、1.75:1、
1.71:1、1.61:1、1.61:1、1.52:1、1.38:1、1.20:1、1.04:1、1.01:1；
其它专业第一志愿报考人数比招生计划数少。
3. 艺术类正式投档 285 人，录取 285 人。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两个艺术类专业第一志愿报考人数可完成招生计划；产
品设计专业第一志愿报考人数较其他两个专业少。
2020 年各专业第一志愿报考情况详见附件 4。
（三） 外省生源情况
今年我校面向 11 个外省（区）招生，外省（区）第一次投
档率均达 100%，理科除江西省及山西省各有一名考生因不服从
专业调剂征集志愿、美术除江西省（梯度志愿）需第二次投档
外，其他 9 个外省均第一次投档完成招生计划，生源充足。同
时，除江西省美术外，其他省份在我校第一次投档录取的最低
控制线比所在省（区）（第二批）本科最低控制线高出 30 分以
上，外省生源总体质量高。
2020 年外省招生录取生源情况详见附件 5。
三、本科插班生及三二分段专升本转段招生情况
（一）计划申报情况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相
关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为积极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充分发挥学校办学潜能，积极扩大本科插班生招生规
模，大力拓宽优秀高职毕业生升学渠道，为缓解疫情影响起到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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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我校在 2019 年 11 月申报本科插班生招生计划 300 人的

基础上，于 2020 年 3 月增加 706 个招生计划，本科插班生招生
计划达 1006 人。
本科插班生招生计划中，学校依托高职院校开展两年本科
插班生协同育人、联合培养，与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深圳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及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分别开展“包装工
程”、“环境科学”及“机械制造设计及其自动化”三个专业协同育
人项目，各专业招生计划 50 人。
学校与五所高职院校三二分段专升本应用型人才培养试点
项目（简称“三二分段专升本转段”）招生计划 235 人。
（二）入学考试总体情况
今年本科插班生 2487 名考生预报名，最后 2066 名考生通
过网上报名确认审核，报考人数与招生计划数比 2.05:1。
三二分段专升本转段 262 名考生预报名，258 名考生通过
网报审核，报考人数与招生计划数比 1.10:1。
（三）计划执行总体情况
根 据 考 生 上 线 情 况 ， 本 科 插 班 生 录 取 1048 人 ， 考 录 比
1.97:1；三二分段专升本转段录取 207 人，考录比 1.25:1。
本科插班生招生计划执行情况详见附件 6。
四、第二学士学位招生情况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普通高校继续开展第二学士学
位教育的通知》（教高厅函〔2020〕9 号）及《广东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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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0 年普通高校第二学士学位招生工作的通知》文件
要求，我校 2020 年申报第二学士学位招生计划 175 人，最后录
取 4 人。
2020 年第二学士学位招生计划执行情况详见附件 1。
五、2020 年新生未报到情况
今年未报到新生 139 人。普通高考新生中，广东省未报到 118
人，外省 8 人；本科插班生 11 人；第二学士学位 2 人。
相比往年，2020 年报到率相对提高。各专业未报到情况详见
附件 1。
根据未报到新生原因的统计分析，在高考中没有发挥出实际
水平选择复读所占比例最高。
近三年我校新生未报到情况详见附件 7。
六、招生录取分析及建议
（一）广东省高分优先录取较去年增加 21 人
在吸引优质生源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况下，我校理科高分优先
较去年增加 21 人，高分段考生有所增加，生源质量有所上升。
（二）部分专业受考生关注
园林、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及计算机类等专业近年受考生
关注，既有高分优先录取人数，同时，本科类批次投档的第一专
业志愿报考人数远超计划数。
（三）部分专业生源仍然不足
虽然一些热门专业生源充足，报考热度持续高涨，但往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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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专业报考热度不高的现象依然没有改变，如国际班、农学类部
分专业涉农类部分专业及工科类部分专业，第一志愿报考率不足
30%。
（四）广东省内各地区生源比例有差异
今年在广东省内各地区生源比例与往年相似，普通高考招生
录取在珠三角地区比例最大，占 42.32%，其次为粤东地区占
33.10%，粤西地区占 17.44%，粤北地区占 7.14%，粤西及粤北地
区有极大的生源发展空间。
我校近三年在广东省各地区招生生源情况详见附件 8。
（五）农村生源呈现减少趋势
我校今年广东省农村生源占 49.09%，2019 年占 48.64%，2018
年占 52.14%，2017 年占 53.74%，农村生源不到录取数的一半。
（六）广东省各科类最低排位下降
由于疫情原因，医学类专业异军突起，以及广东省部分公办
高校增加招生计划等原因，我校各科类最低排位有所下降。其中
文科比去年下降 16139 位，理科下降 17355 位，美术下降 7976 位。
广东省同类本科院校 2018～2020 年招生录取第一次投档情
况详见附件 9。
七、思路与建议
（一）合理利用新媒体进行招生宣传
面对今年的疫情防控形势，学校广泛发动并联合二级学院采
取微信和网络等有效平台，多角度的宣传招生资讯，学校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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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微及本科招生办官网、官微及时公布招生信息，准确迅速向社
会公布招生录取工作动态，主动占领宣传的至高点。同时参加各
大平台的网络视频宣传活动，让考生和家长充分了解专业情况，
放心报考，争取让社会满意。
在原有线下互动交流受阻的背景下，更好借力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开展招生工作，已成趋势。各学院应合理利用网络技术和新
媒体手段，加大对本校、本学院和专业的宣传力度。
（二）统筹规划，优化专业结构
部分专业存在连续多年生源不足的情况，建议各相关学院理
清思路，重视专业学科建设，加大专业调整力度，统筹规划，谋
求对策。
特别是 2021 年起广东省不再以文、理科模式高考，专业调整
优化显得更加必要，建议各学院提前布局，积极应对新的招生形
势变化，争取优质生源报考我校。
（三）探索各种招生渠道，实行多元化招生
今年学校积极推动本科院校与高水平高职院校对接，依托高
职院校开展两年本科插班生协同育人、联合培养；为进一步优化
人才培养结构，为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再学习机会，增强学生就
业创业能力，学校积极开展第二学士学位招生工作。
目前我校有普通高考、本科插班生、三二分段转升本转段及
第二学士学位招生四种招生方式。继续探索符合我校实际的多元
化招生机制，为促进人才培养多元化提供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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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招生队伍建设，扎实做好招生宣传工作
招生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的工作，越来越成为学
校提升办学质量，保持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环节。
招生宣传工作也并不局限于高考后的一小段时间，而是贯穿
全年的系统工程。为进一步做好招生宣传工作，各学院根据分区
域宣传机制，总结宣传经验，发动师生，切实加强招生队伍建设，
加强宣传力度，切实将招生宣传融入到学校的整体宣传中。
附件: 1.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20 年本科分专业招生计
划、计划执行及实际报到情况
2.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18～2020 年新生生源质量
情况（广东省，普通高考）
3.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20 年各专业高分优先录取
情况（广东省，普通高考）
4.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20 年分专业第一志愿报考
情况（广东省，普通高考）
5.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20 年招生计划执行情况
（广东省外，普通高考）
6.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及三二分
段专升本转段招生计划执行情况
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18～2020 年本科新生未报
到情况
8.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18～2020 年各地区招生
生源情况（广东省，普通高考）
9. 广东省同类本科院校 2018～2020 年招生录取第
一次投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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