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 完善自主招生政策

文件： � � �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司长郑富芝：
高中学校自主招生的对象， 就是具有学
科特长、创新潜质的学生。同时，针对当前
一些地方考试招生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我们要加强管理，为学生创造公平的
升学机会。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 � � � 大幅减少、严格
控制加分项目，取消

体育、艺术等学生加分项目，相关特长
和表现等计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
案。 要给予有条件的高中阶段学校一
定数量的自主招生名额。

� � � � 教育部20日
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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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开了中考
招生制度改革的
大幕。作为教育综
合改革的关键环
节，中考招生制度
改什么？怎么改？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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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多用 综合评价 不唯分数 取消“特长”

1 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现一考多用

� � �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汪明： 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可以克
服一些科目“不考不教、不考不学”的
倾向。从考试内容上，强调减少单纯记
忆、机械训练性质的内容；从成绩呈现
方式上，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行 “等
级”呈现，克服分分计较；在试点地区
“录取计分科目” 的构成和数量上，要
求除语文、数学、外语3科以及体育科
目之外做到文理兼顾、负担适度，不是
把所有的考试科目都纳入录取计分总
成绩， 没有纳入总成绩的科目考试成
绩合格即可。

� � � �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主要衡量学生达到国家

规定学习要求的程度，考试成绩是学生毕
业和升学的基本依据。 已经实行初中毕
业、高中招生“两考合一”的地区要统一规
范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把《义务教育课
程设置实验方案》所设定的全部科目纳入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范围，引导学生认真
学习每门课程， 确保初中教育的基本质
量。个别没有实行“两考合一”的地区要积
极创造条件逐步过渡到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实现一考多用，避免多次考试，加重学
生备考负担。

文件：

2 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 � � � 综合素质评价
是培育学生良好品

行、发展个性特长的重要手段。根据义
务教育的性质、学生年龄特点，结合教
育教学实际，细化和完善思想品德、学
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
践五个方面的评价内容和要求。 初中
学校要将用于招生使用的活动记录和
事实材料进行公示、审核，为每位学生
建立综合素质评价档案， 提供给高中
学校招生使用。

文件： � � � �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司长郑富
芝：引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就必须考
虑我国农村地区的学生面临的问题 。
如果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使用最终使
农村孩子吃亏， 那我们的改革是失败
的。事实上，城市的学生社会实践可以
去科技馆、博物馆，农村的学生可以根
据自身的特点优势，参加生产劳动、亲
近大自然。我们要让孩子走出课堂，不
要死读书，达到育人的目的就可以了。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
就中考招生改革答记者问

链接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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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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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北京市19日向社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农业户口取消有何影
响？研究“户随人走”有何意义？“人口红线”如何落实？

� � � �根据北京市出台的户籍改革实
施意见， 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
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
居民户口。至此，全国陆续已有30个
省份出台文件取消农业户口。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
示，此次户籍制度改革是打破城乡
户籍壁垒的关键一步，在公共服务
均等化方面提供制度、政策上的保
障，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专家指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
的主要福利差别是土地和享受的公
共服务。农业户口的权益是宅基地和
承包责任田， 而非农户口在医疗、教

育、社保等方面承载了更多福利。
竹立家表示， 北京由于土地价

值较高，农业户口因为潜在的土地拆
迁收益蕴藏较多“含金量”，执行居民
制度不是剥夺农民的财产，而是给予
农民平等的身份，平等的待遇。

北京市人社局在官网上公布
的《2015年度北京市社会保险事业
发展情况报告》 数据显示， 截至
2015年末， 北京有174万农民参保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为
470元。 专家指出， 取消农业户口
后，他们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福
利将得到更多提升。

� � � � 实施意见中一个焦点议题是
提出将研究“户随人走”的户口迁
出制度。

北京人户分离的人员有多少？
记者今年从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
拿到的统计数据显示，两区户籍人
口比常住人口多了约20万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
示，人户分离是北京人口疏解面临
的重要问题。而且北京人户分离的
很多是高端人士， 包括国外定居、
调离北京、异地交流任职、经商人

群等等， 这些人“人不在户籍还
在”。

专家指出，对人户分离的户口
迁出，牵涉人群广泛，首要的问题
是摸清底数，在制定具体政策前应
充分征求社会不同群体的意见。

尽管这一政策仍在研究过程
中，但位于东城、西城两区的一些
单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已经接到
了户籍部门对所在单位集体户口
情况进行统计的要求，尤其提到对
人户分离的人员进行统计。

� � � �意见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控
制在2300万人以内，城六区常住人
口在2014年基础上下降15个百分
点左右。

数据显示，北京71%的产业活
动单位和71.8%的从业人员， 都集
中在中心城区。 北京市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城六区人口同
比减少11万人，而全市常住人口增
量、 增速较上年同期均有所降低，
但总量仍持续增加。

对此，汪玉凯表示，除了北京
目前采取的以业控人、以房控人等

举措，实施意见中一个值得关注的
新办法是统筹整合各部门人口数
据，加快建设实有人口和常住人口
动态监测平台，为城市管理和人口
调控提供支撑。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
城市纷纷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暨南
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表示，北上
广等特大城市调控人口，仅靠行政
手段完成难度很大，更好的办法是
提高中小城镇的吸引力，从而降低
特大城市对人口的“磁性”吸引。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焦点一：统一为居民户口将带来哪些影响？

中考招生改革四大看点

焦点二：启动“户随人走”研究有何意义？

焦点三：“人口红线”如何落实？

新华社发

� � � �新学期开学以来，山东省即墨市通济实验学校开设机器人足球、脸谱绘制等20余种趣味课程。
图为9月5日，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脸谱绘制。 新华社发

3 克服唯分数论 改革招生录取办法

文件： � � � �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 基
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结合综合
素质评价的考试招生录取模式和管
理机制 ， 与高考改革相衔接 、 相协
调， 改变了传统考试 “唯分数” 录取
模式， 给不同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成
长成才路径、 发展希望和公平机会，
是充满公平理念和创新思想的改革
举措。

� � � �试点地区要改革
录取计分科目的构

成， 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选择部
分科目作为录取计分科目，除语文、数学、
外语科目外，根据文理兼顾、负担适度的
原则，确定其他具体科目及数量，防止群
体性偏科和加重学生负担。 要将体育科
目纳入录取计分科目， 科学确定考试分
值或等级要求，引导学生加强体育锻炼。

� � � �答：《指导意见》提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主要
衡量学生达到国家规定学习要求的程度， 考试成
绩既是学生初中毕业又是升学的基本依据， 明确
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多重功能。

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不是取消中考， 而是
将初中毕业考试和高中招生考试合二为一， 实现
一考多用，避免多次考试，减轻学生重复备考的负
担和压力。近年来许多地方进行了“两考合一”的
探索，但名称、要求不一，这次进行了统一规范。对
于个别尚未实行“两考合一”的地区，这次改革也
给予了缓冲期， 要求他们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过渡
到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 � � � 问：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与传统意义上的中考是什么关系？

� � � �答：《指导意见》提出，有条件的试点地区，在
学业水平考试科目合格的前提下， 也可以给予学
生一定的自主选择录取计分科目的机会。

这项改革试点有三个重要前提： 一是以学生全
面发展为基础。 由于国家课程方案所设定的科目均
列入学业水平考试的范围， 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参加
所有科目考试，可以选择的只是除语文、数学、外语、
体育科目外的其他“录取计分科目”。因此，没有选择
的科目也不能“不学”“不考”。二是建立在学业水平考
试各门科目合格的前提下，不仅所有科目“要学”“要
考”，而且都要达到“合格”。三是注重文理兼顾。不能
只选文科类科目，也不能只选理科类科目。

� � � �问：探索给学生一点自主选择的机会，该如何
避免学生偏科？

� � � � 答：为积极稳妥有序推进中考改革，保障各项
要求落到实处，《指导意见》 明确了责任分工和时
间进度安排。一是加强省级统筹管理。要求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制定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综合素质评
价的统一要求； 选择有条件的地市进一步扩大综
合改革试点， 积极探索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录取模式；制订中考
改革实施意见，2017年8月底前报教育部备案。二
是以地市为主实施。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一般由地
市组织实施， 要求地市制定科学规范的综合素质
评价体系， 制定具体的中考改革实施方案并报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三是综合改革试点从2017
年之后入学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 现在的
初中在校生、 非试点地市仍执行原来的考试招生
办法不变。哪些地市进行试点由自己确定。四是总
结经验，逐步推开，到2020年左右初步形成基于学
业水平考试成绩、 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阶段
学校考试招生录取模式。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 � � �问：这次改革的时间和进度是怎么安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