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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教基〔2020〕1号

关于印发《2020年连云港市
高中段学校自主招生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市开发区、徐圩新区、云台山景区社会事业局，各

直属学校：

为进一步推进高中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促进适应社会发

展的各类人才培养，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基二〔2016〕4号）关于“进一步完

善自主招生政策，要给予有条件的高中阶段学校一定数量的自主招

生名额，招收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学生，推动高中阶段学校

多样化有特色发展，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的精神要求，市

教育局制定了《2020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自主招生实施办法》，请

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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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0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自主招生实施办法

2.2020年连云港市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计划

3.2020年连云港市综合高中班自主招生计划

连云港市教育局

2020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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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
自主招生实施办法

一、招生对象及条件

符合 2020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报考条件的初中毕业

生，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参加自主招生考试报名。

（一）体育项目

1.初中阶段曾参加县区及以上教育、体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体

育比赛并取得个人、集体项目名次者。

2.对确有培养前途，但未能参加县区及以上教育、体育行政

部门组织的体育类比赛者，如需报考，须由考生所在学校推荐并

报市教育局备案。

（二）艺术项目

1.初中阶段曾参加县区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艺术类

（声乐、器乐、舞蹈、美术、书法）比赛获奖者。

2.对确有培养前途，但未能参加县区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

织的艺术类比赛者，如需报考，须由考生所在学校推荐并报市教

育局备案。

二、招生学校及项目

（一）自主招生的高中段学校指三星级及以上普通高中、举

办综合高中班的办学主体学校，其中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必须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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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级体育艺术特色学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资格。

（二）自主招生的高中段学校须按文件要求，向市教育局申

报年度自主招生项目、计划，经市教育局审核后向社会公布。

（三）自主招生项目

1.体育类：田径、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健美操、羽

毛球、体育舞蹈、网球、棒（垒）球。

2.艺术类：声乐、器乐、舞蹈、美术（西画）、书法。

三、报名办法

1.网上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办法：符合条件的考生可凭中考报名时建档号、姓名、

密码登陆连云港教育网：http://jyj.lyg.gov.cn或连云港招生考试信息

网：http://www.lygzsks.cn报名，同时考生向所在初中学校缴纳考试

费用：艺术类 70元、体育类 45元（连价费字[2009]98号）。初

中学校按中考网上支付方式统一缴纳考试费用，并打印确认表一

式三份，考生签名确认。

四、专业考试项目及办法

(一)考试项目

1.体育类：

（1）田径：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

米、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男 5公斤、女 4公斤）、铁

饼（男 1.5公斤、女 1公斤）。

（2）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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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助跑摸高 立定跳远 1分钟投篮（5个定点） 综合练习 比赛

（3）排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身高 移动 助跑摸高 打防 发球 扣球 比赛

（4）足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备注

30 米 1 分钟颠球 立定跳远 踢远 运球绕杆射门 比赛（5vs5）

30 米 摸高 移步 踢远 扑接球 比赛（5vs5） 守门员

（5）乒乓球

一 二 三 四 五

正手攻球 反手推挡 推侧扑 发球抢攻 现场比赛名次

（6）健美操

一、专项素质 二、专项技术 三、成套动作

静力性柔韧:上肢、躯干、下肢；

速度、力量:俯卧撑、两头起触

脚、团身跳。

规定难度（文森俯卧撑、分腿

支撑转体 180 度、团身跳转体

360 度、垂直劈腿）；自选难度

符合竞技健美操国际

年龄一组规则的一套

套路（可自编）

（7）羽毛球

一、专项素质 二、专项技术 三、实战应用

前后、左右移动 前场技术、后场技术 技评 现场比赛名次

（8）体育舞蹈

一、专项素质 二、专项技术 三、成套动作

前叉、后叉、前后下腰、

左转、右转

纽约步、曲棍型步扇形打开、前

进后退走步、左转右转加 V字步

接前进并合步

伦巴、恰恰、华尔兹（自

选）

（9）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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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项素质 二、专项技术 三、实战应用

半场往返跑 发球 正反拍抽球 技评 现场比赛名次

（10）棒（垒）球

一、专项素质 二、专项技术 三、实战应用

全垒跑 棒（垒）球掷远、击球、传球 内场防守及实战比赛

2.艺术类：

（1）声乐：自选歌曲一首，时间不超过 3分钟（清唱或自

带MP3格式的伴奏音乐）；二四拍 2小节节奏模仿、二四拍 4小

节旋律模唱。

（2）器乐：自选乐曲一首，时间不超过 3分钟（无伴奏）；

二四拍 2小节节奏模仿、二四拍 4小节旋律模唱。

（3）舞蹈：自选表演内容（不含街舞、体育类舞蹈）,时间

不超过 3分钟（MP3格式的伴奏音乐、道具自备）。基本功测试

项目[①三叉一腰：竖叉、横叉、下腰三选一；②搬腿：前、旁、

后腿三选二；③前后桥与侧手翻三选二；④踏步翻身（连续）；

⑤凌空跃大跳；⑥平转（直线行进）]。

注:专业考试时，评委可根据需要，抽选反映考生表演水平

的段落进行考试。

（4）美术（西画）:素描(提供照片)，八开画纸，时间 120

分钟；速写(提供照片)，八开画纸，时间 30 分钟；色彩（水彩

或水粉，提供照片），八开画纸，时间 120分钟。

（5）书法（软笔）：临帖（自备字帖，字数为 40字以上）；

创作（指定内容，书体不限），纸张不大于四尺宣纸，时间共 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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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办法

1.报考自主招生的考生均须参加市教育局统一组织的专业

考试。

2.考试时间另行通知

考试时间 地点 考试项目 备 注

星期六

江苏省海州

高级中学

声乐、器乐、舞蹈

1.考生上午 8:00报到，须携带中考文化考试准

考证。画具、乐器（钢琴除外）自备。

2.音乐类考生具体考试时间另行通知。

3.美术（速写）考试时间：上午 9:00—9:30；
美术（素描）考试时间：上午 9:35—11:35；美

术（色彩）考试时间：下午 14:00—16:00。
4.书法考试时间：上午 9:00—11:30。

星期日 美术、书法

星期六
篮球、乒乓球、健美操、

足球、网球
1.考生上午 8:00报到，须携带中考文化考试准

考证。服装、运动鞋、球拍自备。

2.田径项目考试时间为星期日下午 13:30 报到

（具体考试时间另行通知），报到地点在海州

高级中学田径场。
星期日

排球、羽毛球、体育舞蹈、

棒（垒）球、田径

自主招生专业考试成绩分优秀、合格、不合格三种等级。届

时在连云港教育网：http://jyj.lyg.gov.cn 和连云港招生考试信息

网：http://www.lygzsks.cn上公示优秀、合格等级的考生建档号。

五、报考与录取办法

高中段学校自主招生录取工作在市教育局统一领导下进行，

市教育局体卫艺教处负责专业考试，基教处、市教育考试院负责

核定招生计划和录取工作。

（一）志愿填报

1.报考普通高中自主招生的考生在网上填报中考志愿时，在

自主招生批次中只能填报 1所自主招生的普通高中。

2.报考普通高中自主招生的考生，可兼报综合高中班体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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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也只能填报 1所招收综合高中班自主招生的高中段学校。

3.报考四星级普通高中自主招生的考生，专业成绩必须达优

秀等级。

（二）录取

各招生学校负责公布、解释本校录取办法，严格按照《2020

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自主招生计划》（见附件 2）和《2020年

连云港市综合高中班自主招生计划》（见附件 3）公布的项目、

招生计划录取。在中考文化考试成绩公布后，按市高中段学校录

取时间安排将本校拟录取考生的申请报市教育局，基教处核定招

生计划、体卫艺教处审核专业成绩、最后由市教育考试院进行录

取操作。

1.体育项目：

（1）体育项目考试成绩达优秀等级。

报考普通高中体育项目考生，中考文化成绩达招生学校录取

分数线 70％及以上者，由招生学校按招生计划择优自主录取。

报考综合高中班体育项目考生，中考文化成绩达综合高中班

文化类录取分数线 70％及以上者，由招生学校按招生计划择优

自主录取。

（2）体育项目考试成绩达合格等级。

报考普通高中体育项目考生，中考文化成绩达招生学校录取

分数线 80％及以上者，由招生学校按招生计划择优自主录取。

报考综合高中班体育项目考生，中考文化成绩达综合高中班

文化类录取分数线 80％及以上者，由招生学校按招生计划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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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录取。

（3）初中阶段参加省级以上教育、体育行政部门举办的体

育比赛中取得个人项目前 8名或达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标准、

团体类项目前 6 名的主力队员或达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标准

的符合 2020 年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报考条件的初中毕业

生，须参加中考，市教育局对考生资格审查核定后，由招生学校

按招生计划择优自主录取。

2.艺术项目：

（1）艺术项目考试成绩达优秀等级。

报考普通高中艺术项目考生，中考文化成绩达招生学校录取

分数线 85％及以上者，由招生学校按招生计划择优自主录取。

报考综合高中班艺术项目考生，中考文化成绩达综合高中班

文化类录取分数线 85％及以上者，由招生学校按招生计划择优

自主录取。

（2）艺术项目考试成绩达合格等级。

报考普通高中艺术项目考生，中考文化成绩达招生学校录取

分数线 90％及以上者，由招生学校按招生计划择优自主录取。

报考综合高中班艺术项目考生，中考成绩达综合高中班文化

类录取分数线 90％及以上者，由招生学校按招生计划择优自主

录取。

各招生学校负责公布、解释本校录取办法，严格按照《2020

年连云港市高中段自主招生计划》公布的项目、招生计划录取。



－10－

六、要求与管理

自主招生的高中段学校须将学校组织面试时间、自主招生录

取办法提前在本校网站上对社会公布，并向市教育局报备。

高中段学校自主招生工作由市教育局体卫艺教处、基教处、

机关党委、市教育考试院等部门协调组织实施。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要加强领导与管理，确保“公平、公开、公正”。对有徇私舞弊、

弄虚作假行为的招生学校，取消其自主招生资格。对没有按照要

求进行录取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招生学校负责。对违纪的有关人

员，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录取后被举报有弄虚作假行为

的考生，一经查实，即取消学籍，责令其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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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年连云港市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计划

序号 学 校 艺 术（项目、人数） 体 育（项目、人数）

1 新海高级中学

器乐 6（民族乐器 4、西洋乐器 2）、
声乐 4、舞蹈 3（民族舞、古典舞）、

美术 3、书法 2

篮球 5（男）、排球 18（9 男 9 女）、网

球 2（1男 1女）、田径 4

2 海州高级中学
声乐 4（美声 2、通俗 2）、舞蹈 2、
美术 7

篮球 5（男）、足球 8（6男 2女）、田径

5、健美操 8、羽毛球 2、乒乓球 2（男）、

网球 2

3 连云港高级中学
器乐 9（民族乐器、键盘乐器）、声

乐 2、舞蹈 3、美术 8、书法 2
棒球 10、垒球 5

4 板浦高级中学
器乐 2、声乐 2、舞蹈 2、美术 8、
书法 4

篮球 7（男）、足球 7、田径 10

5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篮球 6（男）、健美操 6、体育舞蹈 13、
网球 1

6 赣榆高级中学 器乐 3、书法 3 田径 6
7 海头高级中学 田径 4

8 赣榆第一中学
二胡 4、古筝 1、琵琶 2、笛子 2、
扬琴 1、唢呐 1

足球 4、田径 6

9 赣榆城头高级中学 声乐 1 田径 2
10 东海高级中学 器乐 2、声乐 1、舞蹈 1 篮球 2、乒乓球 2、田径 4
11 东海县白塔高级中学 器乐 1、声乐 1、美术 2 篮球 2
12 东海县第二中学 器乐 3、声乐 2、美术 3 篮球 5、田径 5、乒乓球 2

13 东海县石榴高级中学 器乐 3、声乐 2、美术 2、书法 2 足球 5、田径 2、健美操 5

14 东海县房山高级中学 声乐 1、美术 2 篮球 2、田径 3、足球 2
15 灌云高级中学 器乐 5、声乐 5、美术 10 篮球 10、乒乓球 6、田径 12
16 南京师范大学灌云附中 器乐 5 篮球 8（女）、田径 10、足球 6

17 灌云县第一中学
器乐 4、声乐 4、舞蹈 4、美术 4、
书法 2

篮球 6、足球 8、乒乓球 8、田径 6

18 灌云县陡沟中学 篮球 2、足球 4、田径 4
19 灌云县四队中学 器乐 2、声乐 2 篮球 2、田径 3
20 新浦中学 器乐 2、声乐 2、美术 3 篮球 5、田径 3
21 锦屏高级中学 声乐 3、美术 3 足球 12

22 开发区高级中学
器乐 3、声乐 4、舞蹈 1、美术 5、
书法 2

田径 12

23 海滨中学 器乐 4、声乐 1、美术 5 田径 6

注：括号内所述为招生学校限定面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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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年连云港市综合高中班自主招生计划

连云港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年 3月 24日印发

办班主体学校 合作学校 艺 术（项目、人数） 体 育（项目、人数）

海州中等专业学校 锦屏高级中学 器乐 2、声乐 12、舞蹈 6、美术 15、
书法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