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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告诉长江周刊记者，
有
关中考改革这件事情正在由市教育局基教科
牵头，
教科所、
中招办配合落实，
关于具体实施
方案的制定，
还要做个前期调研后确定。方案
将于 5 月底前上报省教育厅审批后公布。
4 月 9 日，记者从市中招办了解到，对于
中考改革，
我市会按照省教育厅的文件实施。
根据省教育厅文件要求，中考改革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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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业水平
考试作为检测学生完成初中教育和高中阶段
学校招生的主要依据，实现“一考多用”，并将
国家课程方案所设定的 13 个科目均列入学业
水平考试的范围，目的在于引导学生认真学
习每门课程，克服一些科目“不考不教、不考
不学”的倾向。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外
语各 120 分，道德与法制、历史各 80 分，地理
50 分、物理 85 分（含实验 5 分）、化学 75 分（含
实验 5 分）、生物 55 分（含实验 5 分）、体育 50
分、信息技术 15 分。

考试时间安排上，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行随
学随考随清，
原则上安排在学年末进行，
其中招
生录取计分科目考试时间安排在6月份进行。
市中招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由各设区市、省直管县（市）根据省
教育厅要求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并组织实
施，考试全部科目由各设区市、省直管县（市）
自主命题，其中语文、数学、外语、道德与法
治、历史、物理、化学实行全省统一考试时间、
统一考场要求。
据市中招办工作人员透露，推行中考改
革，一是为了按照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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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进的
“两考合一”
改革，
还有就是为了策应高考
改革。
“原定于 2018 年要开始推行的新高考，
因
为执行上的难度，可能会向后推迟执行，我们
基层向上反映情况时建议向后延期两年执行，
高考改革具体的推迟时间未定，
但可以肯定的
是，
对 2018 年进入初一的学生，
实行了
‘两考合
一’
的中考改革，
也一定会实行新高考。
”

如何招？
录取线按等级还是分数暂未定
“中考无论是两考还是一考，都是要考
试，都是现有科目的增删。相对于怎么考而
言，我更感兴趣的是怎么招这个问题？
‘ 两考
合一’后的中考还会有高中录取分数线吗？
综合素质评定是由老师评吗？也有分数吗？
它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有分数或者等级，
那它
在中考录取中占据多大的分值比例？中考改
革之后，
会不会影响甚至撼动现行的高中招生
模式呢？”家中小孩今年即将小学毕业的刘元
四表达出大多数家长对中考改革的担忧。
到底，综合素质评定会否影响到中招录
取呢？
据悉，
“ 两考合一”后的考试成绩呈现方
式采用分数或等级等形式呈现，鼓励实行等
级呈现、
克服分分计较，
避免过度竞争。音乐、
美术采取过程与终结性考查相结合的方式，
可
用等级或
“合格”
“不合格”
呈现，
也可用分数呈
现，
具体由设区市、
省直管县（市）确定。
市中招办工作人员表示，九江的中考改
革是会采用分数还是等级形式来计算成绩，
目
前暂未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高中录取线的
划定还是会有的，
会根据考试成绩的呈现方式
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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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两年前，教育部就下发了中考
招生制度改革的具体细节。改革的目标是逐
步建立一个“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
质评价”的高中招生录取模式。鼓励一考多
用，实现初中毕业高中招生“两考合一”，加强
综合素质评价，重在改变目前高中招生将部
分学科成绩简单相加作为录取唯一依据的做
法，改变唯分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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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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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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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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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
件的试点地区，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各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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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文件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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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考？
“两考合一”
实行
“全科开考”

另外，这次中考改革也给予了有条件的
高中阶段学校一定数量的自主招生名额，原
则上控制在当年学校招生计划总数的 5％以
内，国家、省、设区市确定的普通高中特色学
校可适当放宽比例。自主招生学生时，可参
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相关特长表现，招收
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符合学校特色、低
于学校当年录取分数线的学生。
“当很多东西变得灵活有操作空间了，会
不会又加重了教育腐败？”不少家长对比发出
了疑问。
省教育厅强调，这次中考改革要在加强
招生管理和规范招生行为的同时，减少并严
格控制加分项目，从 2018 年秋季入学的初一
新生起，再取消各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各类学科竞赛学生加分项目，相关特长和
表现等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为积极
推进中招“阳光工程”，省教育厅将统一建立
初中综合素质评价管理信息系统。省教育厅
及各地教育部门将建立健全材料公示、抽查、
申诉与复议、诚信责任追究等制度。学生和
家长既可在材料公示期间进行互相监督，也
可在平常通过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查看。

此项改革对现行中招
有无影响？
该项中考改革方案一出，也给当前的初
中生家长带来了一丝恐慌感。
“到底，这项改
革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孩子正念初
三的曹先生担忧地问道，
“ 在‘全科开考’的
影响下，
今年的中考会有新的调整吗？”
据了解，2018 年至 2020 年初三毕业生
仍然参加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的全省
中等学校招生考试。
这段时间，市教科所初中各科的教研员
们正忙着撰写中考备考材料。
“今年中考各个
学科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以英语学科为例，
只
有完形填空的 B 部分有些微调，由去年的三
个变形改为了今年的四个变形。
”
市教科所初
中英语教研员黄少宁老师介绍。
近日，
市中招办《致中考考生家长一封信》
发布了2018年中招政策。其中最大的一项变
化就是把体育科目总分由原来的30分增至50
分，
中考总分增至 790 分。2018 年，
中考体育
采用智能化设备测试，
男女生各进行3个项目
的考试，
设必考项目和选考项目。男生必考项
目为1000米跑，
女生必考项目为800米跑。市
直学校考生选考项目经市中招委会议确定，
男
生为 50 米跑和立定跳远，
女生为 50 米跑和一
分钟仰卧起坐。其中：
必考项目一项20分，
选
考项目两项共30分（各项15分）。
其他科目的考试形式上，思想品德与历
史合卷（开卷）考试；物理与化学实行同场分
卷考试；
地理与生物合卷考试。
另外，今年各类中等学校的录取顺序原
则上按师范定向、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职
业中专）、高职和高专、普通中专的顺序录
取。师范定向招生计划由省教育厅、省发改
委编制下达；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最低等
级控制线分设区市划定，不得低于当地普通
高中录取计分科目总分的 60%，最低等级控
制线由各设区市参照划定。
在招收初中毕业生的五年制高职和高
专招生方面，由省中招委划定全省高职和高
专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最低等级控制
线。非师范定向五年制高职和高专的录取，
由省教育考试院按照招生计划、考生志愿、
中考成绩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重点高
中、一般高中录取分数线按招生学校的隶属
关系，分别由县（市、区）中招委划定，并报市
中招委审批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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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版

近日，省教育厅对外发布了中考改革方案，自 2018 年初一新生起，全面推行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并将初中毕业和高中招生“两考合一”，统一规范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也就是说，从
2018 年初一新生起，全省将取消现行的统一中考，而由学业水平考试代替，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录取的学科成绩来源于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
不少媒体把“取消中考”的字样提取出来放进标题中，引发全国上下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与热议。随后，省教育厅也发布了详细解读，并强调，这并不是“取消中考”，而是实行“两考合
一”
改革。
究竟，
“两考合一”后的中考会怎么考，高中招生怎么招呢？它和未来高考的选考有没有什
么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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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万户棚改拆迁”
六万户棚改拆迁
包含全市各县
、
区
数据

我市中心城区今年国家棚改任务不到两万户
■ 周勇 本报记者 吴凤思
前段时间，一线城市的房价在大幅回
落，但是像九江这样的三四线城市的房价
却被炒得火热。不少市民谈及房价问题
时，陷入一阵阵恐慌之中，市民张先生说，
“一打开朋友圈全是各大地产商以及房产
中介转发的房产信息，有的说，九江会有 6
万多户拆迁户入市，又会如何如何推高九
江房价。这样的新闻和信息铺天盖地，弄
得需要买房和不需要买房的都人心惶惶。
”
到底，
这个信息准确吗？不少市民呼吁，
把
九江楼市拉回到理性发展的轨道之上。
近日，长江周刊记者从九江市棚改办
获悉，
为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2018 年，我市将继续大力实施棚改计
划，
全市计划改造各类棚户区 61555 户。
“为什么是61555户，
不是62098户吗？
”
不少市民心生疑惑。此前，
我市多家媒体报

道了2018年九江棚改计划为全市62098户。
市棚改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市去
年上报省里计划改造各类棚户区 29900
户，而最终省住建厅核准批复 29357 户，
加上我市自我加压新增的 32198 户，一共
是 61555 户。其中包括 540 户国有垦区危
房改造和 61015 户城市棚户区改造任务。
2018年，
中心城区（不含柴桑区）棚户区
改造的国家任务为19400户，
去年已提前完成
了11094户，
今年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的国家
任务还剩余8306户，
除此之外，
市里自我加压
新增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任务10547户。柴
桑区计划完成棚户区改造为11000户，
其中国
家任务2000户，
市新增任务9000户。
各县市计划改造各类棚户区 20608
户，其中国家任务 7957 户，分解到各县分
别为：修水县 1090 户，武宁县 50 户，永修

县 1817 户，共青城市 100 户，德安县 700
户，瑞昌市 1263 户，庐山市 200 户，都昌县
600 户，湖口县 1237 户，彭泽县 900 户；市
新增任务 12651 户，分解到各县分别为：
修水县 1480 户，武宁县 37 户，永修县 183
户，共青城市 200 户，德安县 300 户，瑞昌
市 1983 户，庐山市 1000 户，都昌县 1200
户，
湖口县 3268 户，
彭泽县 3000 户。
据悉，棚改寄托着千万住房困难家庭
改善居住条件的希望。为了让更多的群众
实现
“安居梦”
，
九江坚持让利于民，
货币化
安置和房屋实物安置双管齐下；
坚持一把尺
子量到底，
严格依法阳光拆迁、
廉洁拆迁，
对
全过程进行公示，
合情合理合规补偿，
给群
众吃上
“定心丸”
。目前，
中心城区已明确了
沙子墩普润路片区、
人民路绿豆湾片区2期
等多个棚改项目，
正在启动和推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