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新高考终于来了。4月23日下午，湖南省人民政府举
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湖南省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下
称《实施方案》）。这标志着湖南新高考综合改革全面启动，这
也是自恢复高考以来我省最全面、最深入、最触及本质的一次
改革。

根据《实施方案》，我省新高考从2018年秋季入学的高一
新生开始实施。和现行高考“3+X”且文理分科（语文、数学、英
语＋文综/理综）不同的是，湖南新高考使用的是“3+1+2”模
式，不分文理科。“3+1+2”包括———全国统考科目：语文、数
学、外语3门；首选科目：物理和历史2门科目中必选且只选1
门；再选科目：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门科目中任选2
门。

2021年起，普通高校将依据3门全国统考科目成绩和3门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考科目成绩， 参考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择优录取学生，即通常所说的“两依据、一参考”。同
时，当下高校“一本二本三本”之说
也没有了，2021年起将合并录取批
次。

毫无疑问，高考“一考定终身”
的魔咒将正式被打破。■记者 黄京

《实施方案》提出，结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实
施，进一步改革完善我省普通高校对口招生、高职院
校（含高等专科学校，下同）单独招生政策，稳健推动
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本科考试招生相对分
开， 构建符合高等职业教育培养规律和特点的人才
选拔模式， 力争2020年使分类考试招生成为高职院
校招生主渠道。

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主要安排在春季组织实
施， 通过分类考试招生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统一高
考，实现学生的合理分流。

记者了解到，我省根据实际建立了以高职（专科）
单独招生为主、辅以五年制大专、对口升学的高等职业
教育分类考试招生体系。 实行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
招生，将高职院校的招生与普通高校相对分开，既有利
于高职院校按照职业教育的规律选拔和培养技能型人
才， 同时也有利于一部分学生尽早地选择适合自己的
职业教育，从而减轻高考的备考负担。

A04、A05

从2021年起， 考生填报普
通高校招生志愿将采用“院校
专业组”模式，将志愿填报的基
本单位由现在的“院校”调整为
“院校专业组”。招生院校根据不
同专业的人才培养需要和选考
科目要求设置相应的院校专业
组。 一所高校可设置一个或多
个院校专业组， 一个院校专业
组内可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
同一院校专业组内各专业的科
目要求须相同。

具体操作时， 根据实际参
考人数的一定比例， 按照考生
总成绩， 从高到低分三段填报
志愿和录取。 高考总分位于第
一段的考生先填报志愿， 随即
投档录取；剩余计划重新公布，
未被录取的第一段考生与第二
段考生一起填报志愿后， 再进
行投档录取。以此类推。第三段
志愿填报和录取后， 如仍有院
校专业未完成计划的， 实行征
集志愿。

湖南新高考方案出炉：3+1+2，不分文理科
2021年起实施 考试计分方式、志愿填报模式等都有大调整 高校将按“两依据、一参考”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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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提出，新高考改
革的第一大任务便是“完善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 将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
性考试和选择性考试。合格性考
试的对象为普通高中在校学生，
合格性考试成绩是普通高中学
生毕业的主要依据。选择性考试
的对象为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
选择性考试成绩是普通高校招
生录取的依据之一。

其中，“合格性考试科目”包
括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
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
通用技术、 信息技术、 音乐、美
术、体育与健康14门科目，考试
内容为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和标准规定的必修课程的内容；
“选择性考试科目”（简称选考科
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
理、化学、生物学6门科目，考试
内容为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和标准规定的相关内容。

在考试安排上，语文、数学、
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
理、化学、生物学9门科目合格性
考试实行全省统一考试，考试集
中安排在高中二年级进行，考试
成绩终身有效。选择性考试实行
全省统一考试，安排在高考全国
统考科目考试结束后进行，考试
成绩按相关规定计入高考总成
绩，当年招生录取时有效。

为了转变简单以高考成绩为
唯一标准评价学生，《实施方案》
提出， 积极探索综合素质考核评
价。从学生进入高中一年级开始，
普通高中学校客观记录学生在校
学习成长过程， 整体反映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和个性特
长，形成学生综合素质档案，作为
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参考。

普通高中学校负责组织开展
学生综合素质写实记录工作，整
理遴选的相关信息统一导入全省
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电子
管理平台， 形成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档案。

按照“谁使用、谁评价”原则，
招生高校根据自身特色、 人才选
拔培养特点和要求， 研究制定高
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使用
办法，提前向社会公布。

分为合格性考试和选择性考试

关键词 学业水平考试

关键词 志愿填报

关键词 录取批次

这次高考综合改革的一项
重要内容是将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纳入普通高校招生选拔体系，
这是国家提出的明确要求。目的
是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每一门课
程，避免发生严重偏科，同时也
为高校科学选拔人才创造条件。

从2018年秋季入学的高一
年级学生开始， 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分为合格性考试和选择性
考试。 合格性考试成绩是高中
学生毕业、 高职单招录取的主
要依据， 也是部分高校综合评
价招生的参考或依据。 合格性
考试科目中，语文、数学、外语、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

学、生物学实行全省统一命题、统
一考试，每年考试一次，安排在高
中二年级进行。

选择性考试成绩则是普通高
校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 选择性
考试科目由学生根据高校相关专
业对选考科目的要求和自身的兴
趣特长， 从中选择3门参加考试，
成绩计入考生高考总成绩。其中，
考生首先应在历史和物理2门科
目中选择1门作为首选科目，再在
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门
科目中选择2门作为再选科目。选
择性考试每年组织1次， 安排在6
月份统一高考后一并进行， 考试
成绩当年高考录取有效。

合格性考试高二进行，选择性考试6选3解读

关键词 综合素质评价

解读

2016年，我省制定了《湖南省
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
办法》，对综合素质评价进行了相
关规定。《实施方案》 以该文件为
基础， 明确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
高校招生录取的参考。 综合素质
评价的内容包括思想品德、 学业
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
实践等。

思想品德以学生自我写实记
录为主要方式。 主要记录志愿服
务内容、奖惩情况等。

学业水平由学校或者教育行
政部门集中上传平台。 主要记录学
业水平考试成绩、 选修课程内容和
学习成绩、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成果
等，具有优势的学科学习情况，学习
过程中的突出表现等。

身心健康以学生自我写实记
录为主要方式。 主要记录学生参
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的主要结果， 日常锻炼、 体育比
赛、运动特长、卫生习惯方面的突
出表现， 应对困难和挫折等方面
的突出表现。

艺术修养以学生自我写实记
录为主要方式。主要记录在音乐、
美术、舞蹈、文学、戏剧、戏曲、影
视、书法、摄影等方面表现出来的
兴趣特长， 参加艺术活动的突出
表现。

社会实践以学生自我写实记
录为主要方式。 主要记录学生参
加实践活动的次数、持续时间，形
成的作品、调查报告等。

从2018年12月起，全省普通高
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平台正式上
线。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4万学生上
传了综合素质评价材料。

综合素质评价
重点考察这些内容

建立学生综合素质档案
作为高校招录参考

《实施方案》提出，改革统一
高考招生录取制度。实行国家统
一考试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相结合，普通高校按照“两依
据、一参考”模式进行录取，即，
依据考生全国统考科目成绩和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考科目成
绩，参考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择优录取学生。

具体而言，自2021年起，高
考科目由3门全国统考科目和3
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考科目
组成。报考体育类、艺术类专业
考生还须参加专业术科考试。

全国统考科目指语文、数学、
外语3门，不分文理科。外语分为
英语、日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
德语6个语种。全国统考科目考试
由教育部组织命题， 按教育部统
一规定的时间，安排在每年6月组

织考试。外语科目只考一次，条件成
熟后提供两次考试机会。

选考科目则分为首选科目和
再选科目。 考生根据自身兴趣特
长和拟报考高校招生专业的选考
科目要求，在思想政治、历史、地
理、物理、化学、生物学6门科目
中，选择3门作为选考科目。其中，
首选科目从物理和历史2门科目
中必选且只选1门，再选科目从思
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门科
目中任选2门。

在湘招生各普通高校须根据
教育部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
引， 结合本校办学特色和专业人
才培养需要， 对招生专业提出选
考科目要求， 并报湖南省教育考
试院备案。备案后，湖南省教育考
试院和普通高校按规定及时向社
会公布，一经公布不得擅自更改。

实行新高考后， 考生高考总
成绩由全国统考科目成绩和选考
科目成绩组成，满分为750分。根
据《实施方案》，语文、数学和外语
三门全国统考科目卷面总分各为
150分， 考试卷面原始分直接计
入考生高考总成绩。

而选考科目成绩中，物理、历
史2门首选科目的考试卷面总分
各为100分， 考试卷面原始分直
接计入考生高考总成绩； 思想政
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门再选科

目的考试卷面总分各为100分，
按照等级赋分规则，考试卷面原
始分转换成等级分数后计入考
生高考总成绩。

为了公平公正，《实施方案》还
提出， 建立再选科目托底保障机
制。当再选科目中某科目考试人数
少于保障基数时， 以保障基数为
准，从高到低进行等级赋分。保障
基数按照国家相关学科人才培养
的需求等因素予以确定。等级赋分
具体办法由省教育厅另行制定。

关键词 招生录取

关键词 计分方式

考试科目“3+1+2”，“两依据一参考”模式录取

考试科目和录取模式的改
变，是此次高考改革的核心内容。

《实施方案》 明确了新高考
的考试科目构成。 从2021年起，
新高考包括语文、数学、外语3门
全国统一高考科目和3门学业水
平选考科目。3门选考科目分为1

门首选科目（物理、历史科目中2选
1） 和2门再选科目（思想政治、地
理、化学、生物学科目中4选2），即
“3+1+2”模式。

值得考生特别关注的是，报考普
通高校时，其选考科目须符合拟报考
高校招生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

解读 考试科目构成大调整

全国统考科目、首选科目为原始分，再选科目实行赋分

等级赋分是新高考改革中
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改革
的难点。之所以要将物理和历史
列为首选和必选科目，是因为其
分别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
学的基础性学科，因此新高考将
物理和历史作为必选科目之一，
符合国家选才的目标导向，也符
合高校人才培养规律。

另外， 要对再选科目实行
等级赋分，其原因在于，在思想
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个
科目中自主选择两个科目，会

出现考试科目不同、 试题难度不
同、考生群体不同，各科目的原始
成绩不再具有可比性， 自然也不
能直接相加。因此，需要将不同科
目的原始成绩以等级呈现、 并按
一定的规则进行转换赋分， 也就
是把按原始成绩计算的“绝对分”
转换为按等级排名计算的“位次
分”，保持考生每个考试科目的原
始成绩排名顺序不变， 才能较好
地解决不同选考科目之间成绩可
比性和可加性的问题， 确保成绩
转换的公平公正。

解读 对再选科目实行等级赋分是为了确保公平公正

和现在按文理科两类分列
计划、分开投档录取不同。新高
考由于不分文理科， 高校在确
定招生计划时， 将按物理科目
组合和历史科目组合两个类别
分别编制； 在确定最低录取控
制分数线时， 将按物理科目组
合和历史科目组合两个类别分
别划定；在录取时，也将按照选
物理的考生和选历史的考
生分两个序列分别排
名、录取。

录取时， 也不再按
现在分提前批、 本科一
批、 本科二批、 本科三
批、 高职专科批等分批
次投档，自2021年起，合
并录取批次， 普通高校
招生录取只分为提前批
和非提前批招生两批

次。提前批主要安排艺术、体育
等特殊类型招生专业； 非提前
批安排所有普通本专科招生专
业。

解读 高校招录将只有提前批、非提前批两批次

采取“院校专业组”模式，分段填报和录取

新高考实施后，我省仍主要
采用平行志愿投档模式，考生可
以填报多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在
填报志愿时，考生根据本人的选
考科目，对照高校提出的科目要
求，填报一个或多个相应的院校
专业组志愿。

实行“院校专业组”的志愿设
置，满足了招生院校不同专业或学
科的个性化选才要求，保障了高校
招生自主权。也保证了考生的充分

选择权，构建了高校科学选才和学
生个性发展的衔接机制。

实行不分批次、分段填报志
愿和录取，可以使每段考生选报
高校的定位更加合理，填报志愿
更有针对性，可以有效降低考生
志愿填报风险。例如，高考总成
绩位于第一段的某考生，如果在
第一段录取时落选，还可以参与
第二段的志愿填报和录取，增加
了录取机会。

解读 考生志愿填报的风险将降低

2020年分类考试招生
成为高职院校招生主渠道

链接

根据《实施方案》，新高考
录取方式也会有较大变化。

2021年合并录取批次，普
通高校招生实行院校专业组平
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同时，按
照物理、历史两个类别，分列招
生计划、分开划线、分开投档录

取。普通类专业依据考生高考总
成绩（含政策性加分），参考综合
素质评价择优录取。 体育类、艺
术类专业依据考生高考总成绩
（含政策性加分） 及相应的术科
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择
优录取。

2021年起高考合并录取批次，物理、历史分类投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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