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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大乐透
开出9注一等奖

6月23日开奖的体彩
大乐透，为国家筹集彩票
公益金1.02亿元。当期，
全国共开出9注一等奖，
其中5注为1131万元（含
追加），4注为 628 万元。
目前，大乐透奖池为5.96
亿元，6月26日将迎来第
21072期开奖。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 元/月);联通
发88到10655818。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 元/月);联通
发66到10655818。

体彩·情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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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第2021070期）
红色球号码：1 5 11 15 16 29
蓝色球号码：1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6注 8972728元
二等奖 179注 166455元
三等奖 980注 3000元

福彩“15选5”(第2021165期)
中奖号码：1 8 9 11 1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72注 2444元
二等奖 5171注 10元

福彩3D(第2021165期)
中奖号码:8 3 7
奖等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每注金额
单选单选 11621162注注 10401040元元
组选组选33 00注注 346346元元
组选组选66 44634463注注 173173元元
11DD 303303注注 1010元元
22DD 4343注注 104104元元

本期投注总额本期投注总额 247247万元万元。。

福彩“刮刮乐”
2021年6月23日江苏中奖注数

154854注，中奖金额2942786元。
体彩“7位数”（第21094期）
中奖号码：6 1 3 2 1 6 9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2注 15741元
二等奖 32注 1967元

体彩“排列3”(第21165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55 00 66
奖等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每注奖金
直选 1639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5501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165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55 00 66 44 66
奖等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41注 100000元

福彩“快乐8”(第2021165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22 44 66 1010 1111 1515 1717
3838 3939 4040 4646 4949 6262 6565 6666
6969 7070 7171 7272 7676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以彩票
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江苏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
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

昨天下午，江苏省高校招生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通

过了2021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省录取控制分

数线。随后，省教育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今年我省

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各批次省录取控制分数线以及今

年高考志愿填报等有关情况。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王赟

第一阶段省录取控制分数线
主要包括历史等科目类、物理等
科目类的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
普通本科线、体育类本科线、艺术
类本科线。为了有利于高校选拔
人才，同时尽可能减少上线考生
落榜，综合考虑划定各批次省录

取控制分数线。
其中，普通本科类特殊类型

招生历史等科目类分数线为533
分，物理等科目类分数线为 501
分；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分
数线为 476分，物理等科目类分
数线为417分。

考生在获知高考成绩、学业水
平考试成绩、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
线、逐分段考生人数后，在省教育
考试院门户网站（www.jseea.cn）
或专设网站（gkzy.jseea.cn），分
两个阶段进行网上志愿填报。

第一阶段：填报本科院校专
业组志愿。其中，6月27日至28
日预填报，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
正式填报（截止时间为 7 月 2 日
17:00）。包括普通类本科提前批
次志愿（含军事、公安政法、航海、
地方专项计划、乡村教师计划、农
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划、
其他院校等）、体育类本科提前批
次志愿、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次志
愿、普通类本科批次志愿。

此外，我省还专门设立了高校
专项、综合评价（B类高校）、高水
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等特殊类
型招生志愿填报栏，供获得相应资
格的考生填报志愿。

第二阶段：填报专科批次院
校专业组志愿。其中，7 月 25 日
至 26 日预填报，7月 27日至 28

日正式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 28
日17:00）。包括普通类、体育类、
艺术类专科批次志愿。

各批次平行志愿〔含艺术类传
统（顺序）志愿〕录取结束后，省教
育考试院将及时公布未完成招
生计划的院校专业组、专业（类）
及计划数。未被录取的考生在
规定时间内自行上网填报征求
志愿。具体时间安排详见考生准
考证背面。

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凭考籍
号、身份证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
网上填报平行院校志愿（艺术类含
传统志愿）和征求（平行）院校志
愿，并对自己所填报信息的准确性
和安全性负责，不需要现场签字确
认志愿信息。

要提醒广大考生的是，今年志
愿填报分预填报和正式填报两个
环节。已完成预填报志愿的考生，
可将预填报的志愿直接导入正式
填报系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预
填报志愿不生效，只有正式填报的
志愿才是投档录取的依据。

●普通类录取时间：
7 月 8 日－14 日本科提前批次院校录取；7 月 17 日－25 日

本科院校录取；8月1日－8日专科院校录取。

●体育类、艺术类录取时间：
7月8日－16日本科提前批次院校录取（其中艺术类分为3

小批）；7月29日－31日专科院校录取。

6月24日20:00以后，考生可凭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通过
以下五种渠道获知高考成绩：

普通高招第一阶段省录取控制分数线

今年分预填报和正式填报两个环节

录取工作时间安排

五种渠道获知高考成绩

扬子晚报讯（记者 杨甜子 王赟 蔡蕴琦）从6月
25日开始，扬子大学升将推出“2021江苏好大学联盟·
招生专家面对面”直播，29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在线发
布最新招生政策，与考生和家长互动。本次直播将在
扬子晚报一直播平台、扬子晚报紫牛新闻直播平台以
双平台直播的方式进行。

志愿到底应该怎么填？普通类本
科批次和专科批次里，40个院校专业
组平行志愿，应该怎么填？别慌！你提
供分数，我们邀请专家帮你填志愿。购
买服务，提供你的高考分数后，“扬子大
学升”客服会在一个工作日内与考生家
长联系，家长需按照要求填写完整信息
采集表，并于高考分数获悉后12小时
内将填好的信息表传至指定邮箱。

专家收到信息，将结
合近年高考录取权威数
据，根据当年招生计划、
招生章程等为考生出具
一份供参考的志愿方案，
并于48小时内反馈至家
长邮箱。

“帮你填志愿”限量
350份。

你提供分数，我们邀请专家帮你填志愿

扬子晚报讯（记者 杨甜子）江苏省教
育考试院24日公布江苏省2021年普通高
考逐分段统计表。

根据统计表显示，普通类（历史等科
目类）632分及以上的有101人，600分及
以上有 1651 人，562 分及以上有 10193
人，476分（普通本科线）及以上有55510
人。普通类（物理等科目类）661分及以上
有101人，636分及以上有1049人，595分
及以上有 10015 人，500 分及以上有
86521人，417分及以上有150598人。

逐分段统计表，可让考生获知本人的
成绩排名情况，是考生填报志愿的重要参
考依据之一。高招专家提醒考生，考生填
报志愿前，须查阅我省招生政策、省教育
考试院编制的计划专刊相关内容等，认真

阅读计划专刊中《关于招生计划中有关问
题的说明》《考生填报志愿须知》《平行志
愿投档说明》等重要材料及有关高校的招
生章程，观看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片，根据
报考科类、院校专业组及专业的选考科目
要求，以及考生本人的高考成绩、体检结
论和家庭经济状况等情况，慎重选择，认
真填报，并对自己所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负责。考生也要合理定位，应根据
自己的成绩，通过逐分段统计表了解自己
的排位情况。

江苏高考逐分段统计表公布

2：15—2：30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吴立平
2：40—2：55 常州工学院 招办主任 梁丽强
3：00—3：15 常熟理工学院 学工处副处长、招生办主任 陆振华
3：25—3：40 江苏理工学院 招办主任 顾添笑
3：50—4：05 金陵科技学院 招办主任 刘亚斌
4：15—4：30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党委副书记 虞强
4：40—4：55 无锡太湖学院 副校长 陈鹏飞
5：05—5：20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招生就业处处长 贾敬典

下

午

1：10—1：25 南京中医药大学 招办主任 孟亚平
1：30—1：45 苏州科技大学 学工处处长 董巍峰
1：50—2：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学工处副处长 宋凯
2：15—2：30 苏州大学 招就处副处长 靳葛
2：40—2：55 南京晓庄学院 招生与就业工作处处长 李伟
3：00—3：15 东南大学 招办副主任 张涌
3：25—3：40 南京大学 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 李浩
3：50—4：05 中国药科大学 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 章巍
4：15—4：30 南京理工大学 学工处副处长 王渤
4：40—4：55 南京财经大学 学生处副处长 孙菲
5：05—5：20 河海大学 招办副主任 倪扬
5：30—5：45 南京农业大学 招办主任 方淦
5：55—6：10 南京师范大学 学工处副处长 景飞
6：15—6：30 江苏大学 招办主任 嵇留洋
6：40—6：55 南京林业大学 招办主任 褚必海
7：05—7：20 常州大学 学工处副处长 薛峰

9：25—9：40 无锡学院 学工处副处长 李沛武
10：00—10：15 南京工业大学 学工处处长 黎能进
10：25—10：4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招生办公室负责人 彭易菲
10：55—11：05 南京医科大学 学工处副处长 刘金祥
11：15—11：30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院长 孙红军

上

午

下

午

6月25日

6月26日

扫码进入
“扬子大学升”

了解详情

扬子大学升“招生专家面对面”直播今起推出

特别
推荐

1.省教育考试院专设的网站（www.jseea.cn或gkcx.jseea.cn）；
2.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江苏招生考试”(微信号：jszsksb)；
3．“江苏招考”APP；
4.“江苏政务服务”APP；
5.拨打声讯电话16887799查询成绩。

6月25日起，考生可凭考生号、身份证号、密码、动态口
令卡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www.jseea.cn）自行打印成
绩通知单；不具备条件的考生也可至市、县（市、区）招生考
试机构打印成绩通知单。

扬子晚报
一直播

紫牛新闻
直播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