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17 年空军招收高中生飞行学员报名推荐表 
 

学校名称（填写并盖章）： 

一寸免冠 

红底近照 

学校所在地：               市（州）               县（区） 

学生姓名  籍贯  

出生日期  民族  

应/往届 □应届     □往届 学生电话  

文/理科 □文科     □理科 父亲电话  

身份证号  母亲电话  

班主任预估 

高考成绩档次 

□高分生（600分以上）                □一本以上     

□一本边缘（一本线下 30分以内）      □二本以上 

班主任签名  班主任手机号  

学校 
检测 
情况 

项 目 
视 力 右: 左: 身  高       cm 

色 觉  体  重        kg 

结 论 □合格     □不合格 校医签名  

基本条件：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男性，年龄不小于 17周岁，不超过 20周岁（1997年 8月 31日-2000
年 8月 31日），身高 164-185cm，体重不低于标准体重的 80%、不高于标准体重的 130%，标准体重（kg）
=身高（cm）-110。双眼裸视力按“C”字表检测在 0.8以上（基本相当于“E”字表 4.9以上），未进行
近视屈光手术，无色盲、色弱、斜视等。 
 
学校招飞专干：                      电话：                 
…………………………………………………………………………............................... 

空军组织初选检测基本情况 

眼科 
视力 右: 左: 

色觉  其它  

外科  

耳鼻喉科  
  



附件 2 

2017 年度广东省空军招飞初选 
检测时间、地点 

 
检测组 检测时间 检测地市 检测地点 

第一 
检测组 

12月 3日 惠州 惠州市第一中学高中部 

12月 4日 河源 河源中学 

12月 5日 梅州 梅县东山中学 

12月 7日 揭阳 榕城区邱金元纪念中学 

12月 8日 潮州 潮州市高级中学 

12月 9日 汕头 汕头市实验学校 

12月 10日 汕尾 汕尾市教育局 

12月 11日 深圳 福田区福田中学 

12月 12日 东莞 东华高级中学 

第二 

检测组 

12月 3日 佛山 佛山市第二中学 

12月 4日 中山 中山市华侨中学 

12月 5日 珠海 珠海市第一中学 

12月 6日 阳江 阳江市教育局 

12月 7日 江门 江门市第一中学 

12月 8日 云浮 云浮市邓发纪念中学 

12月 9日 肇庆 肇庆中学 

12月 11日 清远 清远市华侨中学 

12月 12日 韶关 田家炳中学初中部 

第三 
检测组 

12月 3日 茂名 茂名市第十七中东校区 

12月 4日 湛江 湛江市第一中学 

备注：每天检测时间为上午 08:30，学生须携带《空军招飞报名表》和身份

证（无身份证带户口薄），不需空腹。 



附件 3 

2017 年度广州市、顺德区 
空军招飞初选检测时间、地点 

 
检测组 检测时间 检测地市 检测地点 

第一 

检测组 

10月 31日上午 荔湾 荔湾区教育局 

10月 31日下午 海珠 广州市第五中学 

11月 1日上午 番禺（南沙） 广东仲元中学 

11月 1日下午 顺德 顺德区第一中学 

第二 

检测组 

10月 31日上午 越秀 育才中学西校区 

10月 31日下午 白云 广州市第 65中学 

11月 1日上午 花都 秀全中学 

11月 1日下午 从化 从化中学 

第三 

检测组 

10月 31日上午 天河 47中学五山校区 

10月 31日下午 黄埔 广州市第 86中学 

11月 1日上午 萝岗 广州市玉岩中学 

11月 1日下午 增城 增城中学 

备注：每天检测时间分别为上午 09:30、下午 14:30，学生须携带《空军招

飞报名表》和身份证（无身份证带户口薄），不需空腹。 

 

 

 



附件 4 

2017 年度空军招飞初选站 
基本设施及要求 

 
为方便学生参选，初选站应布置如下： 

1．学生集合点。大会议室或者大教室，带电源插座。 

2．眼科。长条形大房间 1 间，光线充足，配 2套桌椅。 

3．外科。30 平方米以上的房间 1 间，光线充足（光线不足

的加装 200W白炽灯两个），配 2套桌椅、窗帘、地毯（相应的垫

脚物品），其余物品清空，视天气情况准备取暖器或制热空调。 

4．耳鼻喉科。普通房间 1 间，配桌椅 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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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7 年度空军招飞初选合格学生成绩摸底表 
学校名称（盖章）：                                       学校所在地：广东省       市       县（区） 

序

号 
学生姓名 

高考考生号 

（完整位数，14位） 

文

理 

最近月考或联考成绩 班主任预估高考成绩等次 

班主任签名 班主任电话 考试

成绩 

一本

划线 

年级

排名 

600分

以上 

稳定

一本 

一本

边缘 

二本

以上 

             

             

             

             

             

             

             

             

学校招飞专干签名：          联系电话：                   学校预估 2017年高考达一本线人数：理科    人、文科    人。 

1.请如实填写学生成绩情况，“班主任预估高考成绩等次”一栏，“一本边缘”指学生成绩能达到一本线下 30分以内，二本

以下学生不推荐报考； 

2.请以学校为单位，填写完整后盖章并拍照，于 2016年 12月底前将图片发至电子邮箱 gzxbzx@163.com或将表格传真至

020-38809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