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份 批次 日期 备注
贵州 第二批本科 7月26日-8月4日 录取时间
云南 二本 7月29日-8月9日 录取时间

7月26日-8月4日
K段：普通类、中职对口升学招生（本科）、民族班
L段：其他类 (预科、民语类、定向等)录取时间

7月28日-30日 K段和L段平行志愿或“1+1”顺序志愿录取时间
7月31日-8月1日 K段和L段：第一次征集志愿 
8月2日-4日 K段和L段：第二次征集志愿
7月26-28日 本科第二批高校平行志愿录取
7月30-31日 本科第二批征集志愿及降分录取
7月25日-7月29日 录取时间
7月30日8:00-18:00 征集志愿填报时间
7月14日—7月16日 录取时间
7月17日8:00-18：00 征集志愿填报时间
7月4日 预计投档时间：体育类和其他类
7月8日 体育类和其他类征集    
7月22日 预计投档时间
7月27日 本科第二批一次征集
7月29日 本科第二批二次征集

山西 本二批A 7月27日-30日 录取时间
7月11日-14日 录取时间
7月13日 征集志愿录取
7月28日-8月3日 录取时间
7月29日-31日 投放电子档案及录取
8月1日-3日 征集志愿录取

7月29日8:00
下载单科成绩优秀考生信息，
查看本二批生源预测统计信息

7月29日9:00前
完成单科成绩优秀考生录退操作，
设置本校投档比例

7月29日14:00-16:00 查看生源统计信息，确定最终的投档比例
7月30日8:00 下载平行志愿投档信息
7月31日11:00前 上载平行志愿投档考生的预录退信息
8月1日8:00前 公布院校征集志愿计划
8月1日8:00-18:00 考生填报征集志愿

黑龙江
二批本科（A）

艺术类本科一批A段

本科二批

文理科本科二批

本科二批

艺术本科A段

录取时间安排表

本科提前批

本科二批

安徽

河南

广西

湖南

甘肃 本科二批普通文理



省份 批次 日期 备注

录取时间安排表

8月2日8:00 下载征集志愿投档信息（含服从调剂）
8月2日12:00前 上载征集志愿投档考生的预录退信息
8月4日8:00-18:00 预科班、高水平运动队、定向西藏志愿投档录取
8月6日12:00前 预科班、高水平运动队、定向西藏志愿投档录取
7月14日 首次志愿模拟投档
7月15日12:00前 首次志愿投档
7月15日14:00至7月19日 首次志愿检录
7月20日 公布第一次征集志愿计划
7月21日9:00-17:00 填报第一次征集志愿
7月22-23日 第一次征集志愿投档录取
7月24日 公布第二次征集志愿计划
7月25日9:00-17:00 填报第二次征集志愿
7月26日10:00前 第二次征集志愿投档
7月26日10:00-27日17:00前 第二次征集志愿录检
7月14-16日12:00前 模拟投档
7月18日12:00前 首次志愿投档
7月18日14:00-23日12:00前 首次志愿录检
7月24日 公布第一次征集志愿缺额计划
7月25日9:00-17:00 填报第一次征集志愿
7月26日10:00前 第一次征集志愿投档
7月26日10:00-27日17:00前 第一次征集志愿录检

7月29日
公布第二次征集志愿缺额计划、
划定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资格线

7月30日9:00-17:00 填报第二次征集志愿
7月31日15:00-8月1日12:00 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间
8月1日17:00前 文理类本科普通批多轮投档及调剂投档录取
7月7日9时 一志愿投档 
7月7日18时 下载
7月10日15时 上载截止
7月10日18时 结束
7月12日9时 二志愿投档 
7月12日11时 下载
7月12日16时 上载截止

艺术本科A段

本科普通批

本科提前批A

本科二批湖南

山东

河北



省份 批次 日期 备注

录取时间安排表

7月12日18时 结束
7月26日15时 一志愿投档 
7月26日20时 下载
7月28日15时 上载截止
7月28日18时 结束
7月31日9时 二志愿投档 
7月31日12时 下载
8月1日16时 上载截止
8月1日18时 结束
8月4日15时 三志愿投档 
8月4日17时 下载
8月5日12时 结束

吉林 第二批（A段） 7月30日至8月5日 录取时间

四川 本科二批 7月28日 录取时间
上海 本科普通批 7月15日-30日 录取时间

7月7日16时前 确定调档比例
7月8日16时前 第一志愿投档
7月9日18时前 审核、录取
7月10日16时前 参考志愿投档
7月11日15时前 审核、录取
7月12日22时前 征求志愿投档
7月13日12时前 审核、录取
7月13日15时前 降分投档
7月13日18时前 审核、录取
7月14日 录取结束
7月9日8:30 第一志愿投档
7月9日16:30 退档录检结束
7月10日8:30 第二志愿投档
7月10日11:00 退档录检结束
7月10日14:30 第三志愿投档
7月10日16:30 退档录检结束
7月11日8:30 第四志愿投档
7月11日11:00 退档录检结束

（一）普通类提前录取
第一段

本科提前批A

本科二批

提前批（文史、理工）

河北

福建

浙江



省份 批次 日期 备注

录取时间安排表

7月11日14:30 第五志愿投档
7月11日16:30 退档录检结束
7月12日上午 军校征求志愿
7月12日14:00 军校征求志愿投档
7月12日17:00 军校征求志愿录取
7月13日8:30 第一志愿投档
7月13日16:30 退档录检结束
7月14日8:30 第二志愿投档
7月14日11:00 退档录检结束 
7月14日14:30 第三志愿投档
7月14日16:30 退档录检结束
7月15日8:30 第四志愿投档
7月15日10:00 退档录检结束
7月15日10:30 第五志愿投档
7月15日12:00 退档录检结束
7月16日8:30 第一志愿投档
7月16日16:30 退档录检结束
7月17日8:30 第二志愿投档
7月17日11:00 退档录检结束
7月17日14:30 第三志愿投档
7月17日16:30 退档录检结束
7月18日8:30 第四志愿投档 
7月18日10:00 退档录检结束
7月18日10:30 第五志愿投档
7月18日12:00 退档录检结束

7月13日8:30
自主选拔、农村学生单独招生高校专项计划、
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投档

7月13日11:30 农村学生单独招生高校专项计划退档
7月14日8:30 地方专项计划招生投档录取
7月14日16:30 退档录检结束
7月14日20:30 向院校提供模拟投档情况
7月17日8:30 平行志愿投档
7月18日16:30 退档录检结束

（一）普通类提前录取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二）普通类平行录取 第一段

浙江



省份 批次 日期 备注

录取时间安排表

7月20日上午 公布剩余计划
7月23日8:30—7月24日17:30 第二段志愿填报
7月26日20:30 向院校提供模拟投档情况 
7月28日8:30 平行志愿投档
7月29日16:30 退档录检结束 
7月31日上午 公布剩余计划
8月3日8:30—8月4日17:30 第三段志愿填报
8月6日20:30 向院校提供模拟投档情况
8月8日8:30 平行志愿投档
8月9日16:30 退档录检结束
8月11日上午 公布征求计划
8月12日8:30—17:30 征求志愿填报
8月14日8:30 征求志愿投档
8月14日16:30 退档录检结束

新疆 南疆单列计划 7月31日-8月3日 录取时间
提前批 7月8日 录取时间
本科二批 7月20日 录取时间

体育类提前批次 7月8日 录取时间
艺术类第2小批 7月10日 录取时间
艺术类第3小批 7月12日 录取时间

江苏

第二段平行投档录取

第三段平行投档录取

征求志愿投档录取

（二）普通类平行录取 第一段

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