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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博
@扬子晚报

我省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
作全面展开，7月7日晚间完成了普通
类及体育类本科提前批次的投档工
作。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次计划共7177
人（不含综合评价招生A类院校计划
等），体育类本科提前批次计划共1910
人。总体来看，今年本科提前批次各院
校专业组投档计划满足率以及投档分
数线均较高，各招生类型生源充足。

本科提前批次招生类型多样，包括
体育类、艺术类、普通类本科院校，共有
9类计划，其中，普通类本科院校计划
包括军事院校、公安政法院校（专业）、
航海院校（专业）、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
村和原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以下简
称“地方专项”）、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
划（以下简称“乡村教师计划”）、农村订
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划（以下简称

“医学定向”）、其他院校这7类。军事、
公安、司法等院校只对面试、体检或体
能测试等合格的考生进行投档，地方专

项只对户籍、学籍等符合报考条件的考
生进行投档，乡村教师计划、医学定向
面向户籍等符合条件的考生定向招生，
安排在其他院校中的民航招飞计划只
招收体检、背景调查、高考成绩等符合
相应录取条件的考生。

军事院校的投档分数线普遍超出
特殊类型招生省控线不少。物理等科
目类投档线比较高的有国防科技大学
04专业组（不限）601分、国防科技大学
07专业组（化学或生物）596分、海军军
医大学02专业组（化学或生物）593分。
历史等科目类投档线比较高的有国防科
技大学02专业组（思想政治）606分、国
防科技大学01专业组（思想政治）587
分、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01专业
组（不限）584分、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
大学02专业组（不限）583分、陆军勤务
学院02专业组（不限）579分。

顶尖名校对考生的吸引力仍很
强。物理等科目类中，最高的是清华大

学02专业组（不限）650分，比较高的
还有北京大学 04 专业组（不限）649
分、香港中文大学03专业组（生物或化
学）638分。历史等科目类中，比较高
的是北京大学 01 专业组（不限）634
分、复旦大学01专业组（不限）626分、
中国人民大学02专业组（思想政治）
624 分、中国人民大学 01专业组（不
限）622分。

地方专项中，物理等科目类投档线
比较高的有南京医科大学 02专业组
（化学或生物）584分、南京师范大学11
专业组（化学）583分、南京师范大学12
专业组（化学或地理）582分、苏州大学
07专业组（不限）582分。历史等科目
类投档线比较高的有南京师范大学02
专业组（思想政治）585分、苏州大学01
专业组（不限）579分、南京师范大学01
专业组（不限）578分、扬州大学01专
业组（不限）569分。

乡村教师计划投档线不低，尤其是

苏州、无锡等苏南地区，普遍高出特殊
类型招生省控线50分至70分。物理
等科目类中投档线比较高的有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07专业组（化学）无锡宜兴
市定向 585 分、苏州常熟市定向 585
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06专业组（不
限）无锡宜兴市定向582分，淮阴师范
学院06专业组（不限）苏州常熟市定向
581分。历史等科目类中投档线比较
高的有江苏师范大学02专业组（不限）
苏州常熟市定向585分，南通大学01
专业组（不限）无锡江阴市定向580分，
南通大学01专业组（不限）无锡宜兴市
定向587分。

省教育考试院将陆续发布考生录
取状态。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门
户网站，“江苏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

“江苏招考”APP，所属市、县（市、区）招
办，院校招生网站或拨打电信声讯电话
16887799及时查询录取结果。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拓 杨甜子

我省高招本科提前批次投档线公布
计划满足率、分数线均较高

我国新能源领域再添“大国重器”
亚洲首座、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装船即将发运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徐书影 汤建
荣 记者 朱亚运）我国新能源领域再添

“大国重器”！7月8日，三峡如东海上
换流站（见右图）发运仪式在南通振华
重装码头举行，这个迄今为止世界最
大、亚洲首座海上换流站，将为我国进
入深海、远海风电开发领域提供了坚实
的装备技术支撑。

三峡如东海上换流站工程包含基础
桩、导管架及上部模块三大部分。其中
换流站上部模块长89米、宽84米、高约
44米、总重达2.2万吨，平面面积近乎标
准足球场，高度约同于15层居民楼。

作为整座海上换流站的“心脏”，未
来，它将负责汇聚如东H6、H8、H10三
大海上风电场共1100兆瓦电能，通过
直流海底电缆将电能输送至陆上。项
目建成并网后，年上网电量将达24亿千
瓦时，可满足约 99 万户家庭年用电
量。 许丛军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全省行政复议体制
改革推进会召开

扬子晚报讯 7月 8日，全省行
政复议体制改革推进会在宁召开。
副省长刘旸出席会议并讲话。

刘旸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凝聚改
革共识，全方位破除群众实现权利
救济的制度机制障碍，多渠道方便
群众申请和参加行政复议，全过程
发现和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
切实提高群众对行政复议的知晓
率、首选率和满意率。要加快形成
职权法定、分工明确、关系顺畅、运
行高效的行政复议工作体系，推动
实现案件统一受理、统一审理、统一
决定；要围绕行政复议受理、审理、
决定、执行、监督等进行全流程、全
要素规范，推进“智慧复议”建设；要
把好行政复议人员入口关，着力打
造一支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
业化的行政复议专门队伍。

（倪方方 王秀红 邢媛媛）

智联招聘近日发布的《2021年夏季
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显
示，全国平均招聘薪酬9346元/月，连续
三季度稳定增长；上市公司薪酬水平再
度领跑，外企薪酬增速最快。值得一提的
是，南京以9912元/月的平均招聘薪酬
跻身薪酬榜单第五名，反超广州。

南京招聘薪酬反超广州升至第五

报告显示，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招
聘薪酬9346元/月，连续三季度稳定增
长，全国38个核心城市中薪酬最高的
依 然 为 北 京（12358 元/月）、上 海
（12114元/月）、深圳（11498元/月）、杭
州（10499元/月），引才优势凸显。值得
一提的是，南京以9912元/月的平均招
聘薪酬跻身薪酬榜单第五名，广州
（9854元/月）下滑至第六。

在全国整体招聘薪酬再创新高的
背景下，除南宁、哈尔滨两地外，其他城

市薪酬环比均有提升。具体增速方面，
无锡以5.4%增长最快，海口与武汉两地
分别以5.1%的环比增速排在前三名。

那么，哪些城市竞争比较激烈？报
告显示，北京的竞争指数仍然排在第
一位，为78.1，环比下降9.1。北上广深的
竞争指数均同比下降，近年来随着新一
线、二线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才的目光
不止聚焦在一线城市，新一线、二线城
市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人才吸引力。

南京地区高薪行业是这些

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南京地
区 2021年夏季求职期的平均薪酬为
9912 元/月，较上一季度薪酬上升
4.2%，同比增速达到9.5%，在全国38个
主要城市的薪酬水平中排在第五位。

从薪酬的分布情况来看，高薪群
体扩张也带动了平均薪资的整体增
长。具体来看，南京平均月薪8000元以

上的职位占职位总量的49.8%，占比较
上一季度扩张1.8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7.2%；6001 元/月至 8000 元/月的占
25.9%，较上一季度提升1.8%。

从行业角度来看，南京平均十大
高薪行业榜首依然为信托/担保/拍卖/
典当，其平均招聘薪酬达到13299元/
月，较上一季度下降7.3%。基金/证券/
期货/投资以12332元/月的平均招聘薪
酬排在第二；电气/电力/水利（11585
元/月）、石油/石化/化工（11386 元/
月）、专业服务/咨询（财会/法律/人力资
源等）（11221元/月）排在其后。

招聘专家表示，2021年二季度，南
京地区社会经济、民生发展势头良好。
就业市场方面，随着春季招聘旺季进入
尾声，求职者简历投递行为有所下降，
竞争热度呈现季节性回落。对于求职者
来说，仍应积极提升技能与实力，并关
注产业升级、新兴行业等新机遇，积蓄
能量。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李冲

今夏全国平均招聘薪酬9346元/月

南京招聘薪酬首次反超广州
南京通报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情况

扬子晚报讯（记者 薛玲）坚决
清除害群之马，顽瘴痼疾得到有效
整治……记者从7月8日召开的南
京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二次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教育整顿以来，南京
全市共立案查处政法干警 160 件
160人，采取留置措施10人，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64人。

根据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
南京全市64家政法单位、1.9万名政
法干警全程参与教育整顿工作，历经
学习教育、查纠整改、总结提升“三个
环节”近4个月时间，并通过了省驻
点指导组评估验收。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整顿还使
得政治忠诚得到普遍强化。通过广
泛深入的政治轮训、政治教育，全市
广大政法干警在教育整顿中普遍接
受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洗礼，政法队
伍政治建设体系和能力更加完善。
教育整顿期间，南京全市共有161名
年轻干警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