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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鲁招考〔2020〕38 号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关于做好山东省 2020年夏季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市招生（考试）院（中心、办公室）： 

山东省 2020 年夏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30 日进行，届时 2016 级及以前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2017 至 2019级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将同时进行。现就做好

考试报名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一）考试科目和时间 

本次 2016 级及以前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 10 个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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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级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开考 11个科目，2019级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开考 4个科目。各科目考试时间安排如下： 

考试时间 8:00-9:30 10:30-12:00 14:30-16:00 

7月24日 
地理 

（2016 级及以前、2017-2018 级、2019 级） 

历史 

（2016 级及以前、2017-2018 级、2019 级） 

化学 

（2016 级及以前、2017-2018 级、2019 级） 

7月25日 
生物 

（2016 级及以前、2017-2018 级、2019 级） 

物理 

（2016 级及以前、2017-2018 级） 

思想政治 

（2016 级及以前、2017-2018 级） 

7月26日 
数学 

（2016 级及以前、2017-2018 级） 

外语 

（2016 级及以前、2017-2018 级） 

语文（14:30-16:30） 

（2016 级及以前、2017-2018 级） 

7月27日-30日 信息技术（2016 级及以前、2017-2018 级）、通用技术（基础知识测试）（2017-2018 级） 

（二）报名工作流程 

内容 

时间  
工 作 安 排 

5月 18日-20日 整理交接符合本次考试报名资格的考生基本信息。 

5月 21日-25日 

考生登录报名系统，进行基本信息确认，时间为每天 9:00-18:00。 

社会人员注册考籍（现场审核仅限工作日）。 

学校管理员登录报名系统，修正本校考生可选择的外语语种范围。 

各市向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报执收编码确认表。 

5月 26日-28日 整理交接修正后的符合本次考试报名资格的全部考生信息。 

5月 29日-6月 5日 考生进行网上报名与缴费，时间为每天 9:00-18:00。 

6月 9日-12日 

学校登录网上报名系统，打印本校《考生报考花名册》。 

学校打印报考科次统计表，并上报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 

各市向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申报考点，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审批考点。 

6月 17日-24日 
市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审批的考点，设置考区、考点，按要求进行

编场。 

6月 30日-7月 7日 

（工作日）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下发领题表，各市招生考试机构核对并书面确

认领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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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时间  
工 作 安 排 

7月 17日-30日 
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登录系统打印考场座次表。 

考生登录网上报名系统自行打印准考证，时间为每天 7:00-20:00。 

二、报考资格 

所有考生的考籍号、姓名、身份证号、照片等考籍信息均来

自山东省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 

（一）普通高中学生报考资格 

未获得高中毕业证的 2016 级普通高中学生仅可报考 2016 级

及以前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2017 级、2018级普通高中学生仅

可报考 2017-2018 级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2019 级普通高

中学生仅可报考 2019级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 

（二）社会人员考籍申请及报考资格 

社会人员在报名前，须首先取得考籍。没有考籍的社会人员，

须于 5 月 21 日—25 日登录山东省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

（http://sdbe.sdei.edu.cn/tdxl)注册考籍信息；注册完成后，

须本人持户口本、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到户籍所在县（市、区）

教育行政部门考籍管理机构进行现场审核,确认无误后，方能取得

考籍；未经审核确认的，不具有考籍，不能参加报名和考试；已

经取得考籍的，须在规定时间登录网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核对与

网上报名、缴费。 

2017 年及以前注册取得考籍的社会人员仅可报考 2016 级及

以前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2018-2019年注册取得考籍的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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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仅可报考 2017-2018 级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2020 年新

注册取得考籍的社会人员在网上注册考籍信息时，须从 2017-2018

级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和 2019级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

试两类考试中，自行选择一种类型参加考试，一旦选定，不允许

修改。 

三、信息核对与网上报名、缴费 

考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 http://xysp.sdzk.cn 进行信

息核对与网上报名、缴费。首次登录系统须注册手机号码，并获

取手机短信验证密码；考生应妥善保存本人的登录密码和手机短信

验证密码，以方便网上报名、缴费与打印准考证等操作；因考生个

人泄露密码或由他人代报名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考生本人承担。 

进行考籍基本信息核对时，考生须对考籍号、姓名、性别、

身份证号、照片等信息逐一进行认真核对。如果输入考籍号和身

份证号后提示信息有误无法登录系统，或者核对时发现考籍信息

中存在错误，考生必须联系所在学校，由学籍管理员登录山东省

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进行核查或修改。没有取得考籍的、考

籍中无照片、无身份证号等信息不全或不正确的考生，不允许参

加考试。因考生本人未在规定时间内认真核对考籍信息，影响其

正常参加考试的，后果由考生承担。 

进行网上报名与缴费时，只有缴费完成后才视为报名成功。未

成功缴纳考试费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不能参加本次考试。 

报名考试费按照《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鲁价费函〔2015〕59 号）、《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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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通用技术科目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鲁发改成本〔2018〕1430

号）规定的标准执行，即每人每科次 16元。 

四、考试编场 

考试全部使用标准化考点。各市招生考试机构负责本市考场的

编排工作。考点原则上设在县（市、区）政府所在地，各普通高中

学校之间应混编考场。个别地处农村、远离县（市、区）政府所

在地的普通高中，经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批准，可单设考点，校内

混编考场。 

参加日、俄、法、德、西班牙小语种考试的考生在外语考试

时须单独编排考场，不同语种听力考试不得相互干扰；2016 级及

以前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 2017-2018 级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

格考试外语听力不得相互干扰。 

除原有考点所在校区迁址、改造外，本次考试一般不再接受

新增考点的申请。 

五、准考证打印 

考生可在 7 月 17 日— 30 日每天 7:00-20:00，登录

http://xysp.sdzk.cn 自行打印准考证。 

六、听力残疾学生外语听力免试申报 

听力残疾学生外语听力免试工作按照《关于听力残疾学生参

加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免外语听力考试的通知》（鲁教基函

〔2012〕51 号）规定执行。由学生个人提出申请，县（市、区）

招生考试机构或学校将具备外语听力考试免试资格考生名单公

http://xysp.sdzk.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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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各市招生考试机构进行资格审查后，

汇总交各市教育行政部门；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后加盖市教育行

政部门公章,于 6 月 12 日前将本次所有具备外语听力考试免试资

格的考生名单及相关证明材料邮寄至山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 29号山东省

教育厅基础教育处，邮编：250011）。 

七、成绩公布 

2020 年 9月中旬公布成绩，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查询途径：http://cx.sdzk.cn 或“爱山东”APP。 

八、相关要求 

（一）认真做好报名宣传工作 

各市招生考试机构要将本通知内容和精神及时传达给各县（市、

区）招生考试机构和有关学校。针对疫情防控期间，部分年级尚未

开学，需要各地利用多种宣传渠道，将信息核对、报名缴费、报

考资格、考试时间和可报考科目等重要的时间节点和相关政策通

知到位。 

（二）规范考点申报与编场工作 

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要结合疫情防控要求，提前做好

所需考点、考场数的预估、安排，及时、准确上报考点情况，市

招生考试机构要认真逐一进行审查并在规定时间内报省教育招生

考试院。市招生考试机构应仔细核对笔试和机考编场数据，并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编场工作。 

（三）做好报名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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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工作是学业水平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市要切实加强

对报名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明确岗位职责，强化责任意识，认真

履行报名工作每个环节的要求，认真进行考籍信息校正和完善，做

到不漏报、不误报。信息核对和网上报名缴费期间，各地要安排专

人值班，做好答疑工作。各市要完善监管手段，坚决杜绝弄虚作

假行为，对伪造报名信息、不履行工作职责、违反工作纪律的单

位和个人，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附件：1.山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笔试科目考点申报表 

2.山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机考科目考点申报表 

3.山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外语听力免试学生名单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2020 年 5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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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笔试科目考点申报表 

市：                                      2016级及以前学考 □         2017-2018 级合格考试 □         2019 级合格考试 □ 

序号 考区代码 考区名称 
创建单位

代码 
考点代码 考点名称 

视频监控

考场数 
考点详细地址 

是否为标准化

考点 

所属县

（市、区）

代码 

          

          

          

          

          

          

          

          

          

          

          

注：1.在所有的考点申报表中，同一考点其考点代码和考点名称必须填写一致。                填报人： 

2.考点代码前 6位与考区代码一致。                                                      负责人： 

3.将此表以传真和电子版（excel格式）形式发送至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处。      市招生考试机构：（公章） 

4.三类考试的考点要分别申报；若同一考点进行三类考试的，应注意三张申报表考场数之和不得大于此考点最大考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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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机考科目考点申报表 

市：                                                                 

考区 

代码 

考区

名称 

考 点 

代 码 
考点名称 

考

场

数 

视频监控

考场数 

考场

代码 

考场

编号 

考场机器数 
考点 

联系电话 

考点信息 

技术负责人

姓名 

考点 

信息技术 

负责人电话 

考点详细地址 考场 

机器总数 

考试用 

机器数 

考场备用

机器数 

               

               

               

               

               

               

               

               

               

               

               

注：1.在所有的考点申报表中，同一考点其考点代码和考点名称必须填写一致。                    

2.考点代码、考场代码前 6位与考区代码一致，考场代码前 10位必须与考点代码一致。          填报人： 

    3.考场机器总数=考试用机器数+考场备用机器数。                                            负责人： 

4.将此表以传真和电子版（excel格式）形式发送至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处。       市招生考试机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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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山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外语听力免试学生名单 
市：                                                         2016 级及以前学考□             2017-2018 级合格考试□ 

序号 姓名 学校 学籍号 身份证号 双耳听力损失值 

      

      

      

      

      

      

      

      

      

      

  

 

 

 

 

 

  

 

 

 

 填报人：            负责人：                      市招生考试机构：（公章）                       市教育行政部门：（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