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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ons policy for 

NAVAL TEENAGERS AVIATION CLASSES

航空实验班的

招生政策



招生政策

根据海军招飞办和黑龙江省教育厅有关文件

精神。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充分尊重学

生及家长意愿，择优录取政治合格、品学兼优、

身心素质过硬且志愿军事飞行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2021年航空实验班面向全省招收 50 名初中应届

毕业生，纳入各地市中考招生计划。

报名截止时间：4月中旬前。

更多信息请关注省实验中学微信公众号通知。



招生政策

经省教育厅推荐，教育部会同海军遴选审核

，确定我校为黑龙江省唯一一所海军青少年航空

学校，组建航空实验班（海航班）。学校选派优

秀教师担任班主任和学科教师，单独编班，海军

按年度拨付专项经费，学生免收学费和住宿费，

统一发放被装，按月发放伙食补助和生活补贴，

综合表现优异的学生还可获得奖学金。

海航班学生从高三年级起统一参加海军招飞

选拔检测，检测合格的海航班学生，高考提前批

志愿根据培养协议书必须首先填报海军航空大学

航空飞行与指挥专业，依据高考成绩和飞行潜质

测试结果择优录取；综合素质优异的，将推荐到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

双学籍”培养。未录取为飞行学员的海航班毕业

学生，可正常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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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海航班优惠政策

1.省实验中学名校教育资源

• 优秀教师团队

• 业务精湛

• 责任心强

2.优先录取军校

• 提前锁定录取

• 报效祖国

• 无悔青春

3.有机会跨入清华北大

• 降分录取清华北大名校

• 双学籍

• 重点培养

4.享受津贴补贴

• 吃有津贴、住免费



招生计划

数量、范围：50名，黑龙江省，纳入各地市中考招生计划。

招生时间：即日起至四月中旬。

心理品质

五大条件

兴趣、愿望

坚强和稳定

敏捷和方位判断

文 化

成绩优异

限英语考生

政 治

爱国、奉献

自愿同意

政治合格

自 然

年龄

男

户籍

身 体

视力

身高



自然条件

年龄：14-16周岁（即2004年9月1日至2007年8月31日之间出生）；

性别：男性；

户籍：具有黑龙江省学籍和海军招飞省份户籍，符合黑龙江省中、高

考报名条件。



身体条件

身高：在162-181cm之间；

体重：体型匀称，体重在标准体重的85%至125%之间（标准体重

kg=身高cm-110）；

视力：双眼裸眼远视力“C”字表检测均在1.0以上（相当于“E”字

表5.1以上），未做过视力矫治手术或戴角膜塑形镜矫正，无色盲、

色弱、斜视；

其他：无口吃、文身、刺字等。



政治条件

爱国：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军队；

奉献：立志海空飞行，献身国防事业；

自愿：本人自愿，家长（监护人）同意；

政治合格：本人及亲属符合军队招收飞行学员政治条件。



文化条件

成绩：学习成绩优秀，预估中考成绩达到省级示范性高中录取要求；

外语：外语限英语；

补充：高中阶段选考科目必须含物理。



选拔程序

3月上旬
至

4月上旬

自主报名
校荐报名

报名后

信息审核

4月下旬

初选考察

5月初

定选考核

审批
录取

签订

协议

报 审 初 定 录 签

报名网址：hljsyzx.wpyun.com或www.hljsyzx.cn

注意：以上时间仅供参考，具体时间请关注报名网站

http://www.hljsyzx.cn/


Educational strength of HLJ Provincial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省实验中学的

教育实力



教育实力

◆省教育厅唯一直属的省重点高中。

◆拥有70多年办学历史的省级示范性高中。

◆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校。

◆全国领先的信息化教学环境，先进的信息化教室，全体pad教学。

◆位于省会哈尔滨的中心区域，交通便利，文化繁荣。

关于省实验，你可能听说过的



教育实力

◆高考重点率和高分段人数持续上升，普及一本，近五年7名学生（非艺体特长生）考入清华北

大等名校。

◆2018年高考600分以上人数202人，理科600分以上人数占高考报考人数的32.85%。

◆2019年省实验高考600分以上190人，一人进入全省前50名，四人进入全省前两百名，一人

被清华大学录取，一人被北京大学录取，一人被复旦大学录取，百余名学生从中考的全市2000

名以外到高考排名全省三千名以内，实现了学生的最大化发展，无数学子从这里起航去实现更高

的梦想。

◆2020年高考二表（一）以上接近100%，600分以上人数192人，650分以上高分34人，660

以上高分人数15人，近10人进入全省前500名，班级最高平均分656.4分。年级理科总平均分

556.9，高出重点线101.9分，三个统招班重点率均达到100%。

关于省实验，你最想了解的——



教育实力

作为全省基础教育的实验示范校

◆疫情期间为全省高三学子提供高质量的“空中课堂”；

◆全省普通高中高考综合改革现场研讨交流培训活动在省实验举行；

◆全网直播美师优课教学大赛，数万人观看热议。

◆编撰全套的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校学科实践丛书公开发行；

◆联合多所兄弟学校成立联盟协同发展，搭建共赢平台。



先进的场馆设施

高端的航天馆、明亮的图书馆、设备先进的

各科实验室、有趣的3d打印教室、能容纳千人

的综合报告厅、满足你味蕾的食堂、大气的国防

教育基地，还有精心培育的一草一木，承载着研

究的脚步，承载着师生的梦想。 校史馆 图书馆

航天馆综合报告厅 心育中心



先进的场馆设施



信息化的教学环境



信息化的教学环境

pad课堂，巡录播教室，更清楚地展

示学生上课状态，课后形成教学视频，

学生可反复观看。



强大的师资团队

专业优势

省实验教师100%本科毕业，博士3人，硕士140余人，占一线教师的
70%，兼职硕士生导师10余人，学校有自主招聘教师的权利，在教育部

直属的师范院校和985院校直招优秀毕业生，教师专业能力突出。

结构优势

平均年龄不到40岁，男女比例4:6，教龄10年至20年的中青年教师为主体，
既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责任心强，乐于奉献，

深受学生爱戴、家长好评。

学科优势

省市骨干教师90 余人，省市兼职教研员16人，省市级学科带头人17人，
各科都有数位老师在省市学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担任省市各级考试的
命题员、评委，在各级培训学习中做主讲教师，受同行认可和尊重。



强大的师资团队

省实验老师们在多个国家级教学

比赛中获特等奖和一等奖；

应邀在电台、电视台做节目，进

行专业的教育讲座、高考分析；

所有高考学科自编导学案，精选

练习题，引导学生更多地自主思

考和探究，长期有效地提升学生

的学习能力。



培养具有生命活力的未来人才



培养具有生命活力的未来人才



培养具有生命活力的未来人才

在培养人才之前，学校首先

培养完整的，健康的，积极向上

的人。学校打造一系列品牌德育

活动，创设情境让学生去感悟，

去发现，给学生搭建展示平台，

促进学生历练、成长。在这样的

氛围中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意志

品质和健康的人格特征。



省实验的学生说

省实验给我们成长的沃土，发展
的平台，老师们教会我怎样更有效地
学习与思考，帮助扬长补短，不断完
善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这里
关注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成长，让我们
用良好的心态面对未来面对挑战。

马文峻 2015届688分考入清华
大学，同时获清华领军计划加分
20分

我要感谢我的母校，省实验给我
提供了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进步
的平台，一个公平竞争和谐友好的平
台，一个寓教于乐妙趣横生的平台。
省实验是改变发生的地方，是奇迹发
生的地方，是创造未来的地方。

王中煜 2016届628分（文科）
被北京大学录取

省实验这片沃土让我成长。我从高一
到高三很少上补习班，而主要以学校的学
习为主。老师帮助我们量身制订了适合自
己的学习策略，从中考的市排名1595到
高考省排名378，我的切身经历证明了省
实验中学发展最大化的办学特点。我也相
信，无论你的基础如何，省实验都可以助
你航行到梦想的彼岸！

魏明伦 2017届 凭借物理竞赛全
国奖牌获自主招生30分加分，以
加分后689分的成绩被清华录取。



省实验的学生说

作为省教育厅直属的唯一一所高
中，我的学校省实验有着全省一流的
教学设备，汇聚着众多名师，我们有
许多参加国家性活动的机会，更重要
的是老师们的专业敬业的态度，每一
位老师都尽心尽力的为学生付出，不
求回报，每位老师都给予学生温暖关
爱，老师们不管什么时候都把解答学
生的问题和疑惑放在第一位，把帮助
我们成长放在第一位。

徐彤 2016届674分
被清华大学录取

我凭借在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
匹克竞赛中取得的金牌，得到北京大
学电子信息类专业一本线无条件录取
的资格，高考也获得638分的成绩。
这个成绩离不开开明的父母，离不开
资深的指导教练，离不开认真负责的
学校和老师。很幸运，我在省实验遇
到了赏识我的学校领导，遇到了一大
批关心我的老师，他们的支持让我心
无旁骛地投身于竞赛当中。

于博涵 2017届 （信息学奥赛金
牌）北大无条件重本录取

的

我母校，我学习生活三年的地方，
给我无数美好回忆的地方，让我勇敢
追梦，助我实现梦想的地方。与其说
是在实验学了三年的书本，倒不如说
学了三年的做人……原谅我无法用简
短篇幅去表达这三年里我的十八个主
科老师用他们的言行对我的熏陶。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很感动能在实验度
过一生之中最美好的三年。

张彤健2019届，高考675分， 被
清华大学录取。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level of NTAC 

海航实验班

管理与教学水平



三大核心培养

思想信念教育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夯实信念为导向

身体素质训练
提高身体耐力、灵敏性

加强核心力量训练

文化知识学习
配置优秀教师团队

开展周末作业辅导



思想信念教育

实
践
活
动

海军青少年航空学
校学生暑期活动

主题升旗校会

思想汇报



思想信念教育

寝
室
内
务

军事化管理

每寝住4—5人



文化知识学习

精
英
授
课

期中成绩分析会

学法交流会



文化知识学习

特
色
课
程
和
活
动 海军特色课程

与俄罗斯少年军校学员交流

浅谈军事飞行员心理选拔与训练 航空与航天器

戴明盟将军讲座 海军军体专家王小冰讲座



文化知识学习

连续两届航天知识竞赛获奖黄天中教授讲座

参加哈尔滨国际马拉松 参观哈市中央大街及周边建筑 参观铁道兵纪念塔

周末观看电影《金刚川》



文化知识学习

加强国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全国海军青少年航校模拟飞行大赛



身体素质训练

队列练习 身体耐力训练

军体拳练习 身体核心力量训练海军专用训练场

日常训练



军校共荣

与31693部队签订共建协议



视力保健

眼科知名专家郑玲教授 校医每月定期对
学生进行视力监测 校医指导学生用眼保健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欢迎你

黑龙江省海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欢迎你

扫一扫关注学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