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教育厅 10日印发叶2017年海南省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渊考查冤各学科考试说明曳
(以下简称叶说明曳)遥叶说明曳中指出袁今年我省中考语文注重古诗文积累与阅读袁物理和化学重
视实验操作技能遥
据介绍袁为了提高我省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袁促进学校实验室建设袁全面落实课程改革

目标袁实施素质教育袁省教育厅决定继续将物理和化学实验操作技能考查列入 2017年初中
毕业生学业水平考查范围袁并将考查结果列入综合素质评价范畴袁作为学生初中毕业和参加
高中阶段学校录取的依据之一遥 考查内容和范围为要要要物理院叶全日制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
准(2011年修订版)曳中的学生必做实验;化学院叶全日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年修订
版)曳中的科学探究部分遥 考查时间定于 2017年 4月 20日要5月 5日袁具体时间由各市县(单
位)教育行政部门确定遥 每位学生的每科实验操作时间为 10分钟遥 考查结果以等级制呈现袁
分 A尧B尧C尧D四个等级遥 实验操作考查结果记入叶海南省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单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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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日袁 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从省考试局获悉袁我
省 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体育
类专业考试将于 11 日至 14
日在海南师范大学龙昆南校
区(体操专项在海师大桂林洋
校区)举行遥 今年报名参加体
育专业考试的考生共 1970
人袁比 2016年增加 308人袁创
下历史新高新高遥

为稳妥有序地组织好今年体育专业考试袁考试时间
由以往的 3天延长至 4天袁分为 4个批次进行遥 考试包
括身体素质和专项技术两个部分袁上午进行素质项目考
试袁下午进行专项考试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为做好今年体育类专业考试工作袁

加强防范作弊尧替考等违规行为袁我省采取了系列措施
确保本次考试的安全顺利尧公平公正遥比如袁今年继续在
100米尧 立定跳远和后抛铅球考试项目以及所有田径赛
类考试中继续使用电子设备测距尧测时袁配置 LED条形
显示屏袁即时显示受测者的信息与成绩曰今年新增在篮
球尧排球摸高测距袁篮球运球投篮时等也引进电子设备
测评袁测评结果更精准尧信息公开更及时曰对各项考试现
场全过程进行录像袁以确保考试公平公正遥 考生对考试
成绩存在疑义的可申请回放查核袁 并由仲裁组进行仲
裁袁同时也使违规行为无所遁形遥
据省考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袁每个项目考试场地均

安排有 2名监督员袁场外安排有流动巡视员袁对考风考
纪尧考试实施情况进行全程监督曰所有考试项目成绩当
场公布袁且公布考试举报电话袁主动接受考生尧社会监
督遥 对于有违规违纪行为的考生袁省考试局将严格按照
叶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曳及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袁并
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涉嫌违法的袁将移送当地
公安机关,按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曳及有
关法规进行处理遥

省考试局相关负责人提醒袁报考篮球尧排球尧足球尧
体操尧乒乓球专项的考生袁请按照自己准考证上确定的
时间参加考试遥 参加体操专项考试的考生袁 请于下午 1
时 20分前到海南师范大学龙昆南校区的黄华康体育馆
门口集中袁由工作人员带队统一乘车到海师桂林洋校区
参加体操专项考试遥

第一批(3月 11日)院安排报考跳
高尧跳远尧三级跳远尧铅球专项的所有考
生袁报考篮球尧足球专项的部分考生袁海
口尧昌江尧乐东尧三亚等四市县所有报考
田径 200米专项的考生参加考试遥

第二批(3月 12日)院安排报考铁
饼尧标枪专项的考生袁报考篮球尧足球尧
体操专项的部分考生袁 白沙尧 定安尧东
方尧琼中尧陵水尧屯昌尧洋浦等七市县所
有报考田径 200 米专项的考生参加考
试遥

第三批 (3月 13日)院 安排报考
100米跨栏尧田径 400 米尧田径 1500米
专项的考生袁报考排球尧体操尧乒乓球专
项的部分考生袁澄迈尧临高尧琼海尧万宁尧
五指山等五市县所有报考田径 200 米
专项的考生参加考试遥

第四批(3月 14日)院安排报考排
球尧 体操尧 乒乓球专项的部分考生袁保
亭尧文昌尧儋州等三市县所有报考田径
200米专项的考生参加考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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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学生对全日制义务教育 叶英
语课程标准曳渊2011年版冤中规定的初
中一尧二尧三年级英语基础知识渊包括

语音尧词汇尧语法尧功能尧话题冤的掌握
情况袁同时结合基础知识袁考查学生综
合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遥 采用闭卷笔

答考试方式渊含听力笔答冤遥 考试时间
90分钟遥 全卷总分 120 分渊其中听力
20分冤遥

命题关注核心概念和原理袁 重视
知识的相互联系袁 特别重视通过实验
考查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曰 关注化学

与技术尧社会尧环境的相互关系曰确保
试题的科学性袁 杜绝生造尧 难繁的题
目遥化学科总分 100分遥各部分内容比

例为院身边的化学物质约占 42%袁物质
构成的奥秘约占 21%袁物质的化学变化
约占 22%袁化学与社会发展约占 15%遥

从知识与能力尧过程与方法尧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进行考查遥 历
史科总分 100分遥 中国历史约占 60%袁

世界历史约占 40%遥 试卷分一尧二卷遥
第一卷为选择题袁约 60分曰第二卷为
非选择题 渊材料解析题和问答尧 简述

题冤袁约 40分遥
思想品德与历史合场分卷袁 采用

开卷笔答考试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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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 120 分钟袁 全卷总分
120分遥 试卷由野基础知识与运用尧古
诗文积累与阅读尧 现代文阅读尧 写作
与表达冶四个部分构成遥 野基础知识与
运用冶的考查以教材知识点为主袁着重

考查学生的语文知识及基本能力遥野古
诗文积累与阅读冶包括默写尧古诗词阅
读及文言文阅读三部分袁 涉及教材中
古诗文的识记袁词句及篇章的理解袁表
现方法的鉴赏等袁 不限于不同版本的

共有篇目遥 野基础知识与运用冶 约 20
分袁野古诗文积累与阅读冶约 25分袁野现
代文阅读冶 约 25分袁野写作与表达冶约
50分遥

旨在测试学生的初中数学基础知
识尧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袁考查学生的
数感尧符号意识尧空间观念尧几何直观尧
数据分析观念尧运算能力尧推理能力和
模型思想袁 试卷适当设计较简单的探

究性试题和应用题袁 以此考查学生的
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遥 避免繁难计算
题和证明题遥

采用闭卷笔答考试方式遥 考试时
间 100分钟遥 考试时不允许带计算器遥

全卷总分 120分遥 试卷中野数与代数冶
野图形与几何冶野统计与概率冶所占分数
的百分比与它们在教学中所占课时的
百分比大致相同遥

考查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

考查综合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

考试范围包括院一尧成长中的我遥
二尧我与他人的关系遥 三尧我与集体尧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遥 四尧2016年 5月
1 日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国内外时

事遥
思想品德科总分 100分遥 野成长中

的我冶约占 20%袁野我与他人的关系冶约
占 20%袁野我与集体尧 国家和社会的关

系冶约占 50%袁国内外时事约占 10%遥
单项选择题约占 48%袁 简答题约占
10%袁辨析题约占 12%袁材料分析题约
占 30%遥

中国历史分值占比非常大

考查学生对义务教育阶段物理学
科基本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袁 基本
的理解尧分析尧推理与概括能力袁应用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遥 科学探究
相关能力的考查渗透于基本知识与能
力的考查之中遥 知识考试的要求分三

个层次院了解尧认识尧理解遥 对技能的要
求为独立操作遥 物理科总分 100分袁作
图与实验题约占 20%的分值遥

学生要有独立操作实验的技能

通过实验考查学生科学探究能力

注重考查学生理解主干知识和运
用知识的能力袁鼓励创新袁尽量减少或

者不考死记硬背尧单纯记忆的内容遥采
用闭卷笔答考试方式袁 生物科总分

100分遥 地理科与生物科采用闭卷笔
答考试方式袁两科合场分卷遥

不考死记硬背、单纯记忆的内容

命题范围和内容院 地球与地图袁
地球与地球仪尧地图曰世界地理袁海洋
与陆地尧气候尧居民尧地域发展差异尧
认识区域曰中国地理袁疆域与人口尧自

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尧经济与文化尧地域
差异尧认识区域曰乡土渊海南冤地理尧叶我
们的海洋曳渊初中版冤地理知识遥

地理科总分 100分袁采用闭卷笔答

考试方式袁与生物科合场分卷遥 地理科
和生物科合场考试时间共 135分钟渊含
15分钟间歇时间冤遥需要带上作图工具
渊如尺子尧三角板尧圆规等冤遥

需要带上圆规等作图工具

“我与集体、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约占 50%思想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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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海南今年中招将考这些
语文注重古诗文积累与阅读 物理和化学重视实验操作技能

高考体育类专业考试今举行
1970名考生赴考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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