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2015 年春季考试招生问答 

  

一、政策篇 

1. 201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试点方案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春季考试招生试点本着有利于鼓励高校走特色发展之路；有利于推进基础教

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贯彻“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的理念，增加学生选

择的机会，努力拓宽适应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需要的成才之路和有利于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改革的深化及其效能的进一步发挥，进一步提升上海教育现代化水

平，满足人民群众教育需要的原则，探索建立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形

成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终身发展的育人制度体系。 

2. 今年参加春季招生的高校和招生计划有哪些？ 

2015 年共有 22 所试点院校参加春季招生，共计划招生 1640 人。 

3.什么是政策加分? 

符合市教委公布政策加分条件的考生在春招统一文化考试总分上直接加上

某一项目的分值，统称为政策加分，它是在原始成绩上的加分。如有两项以上加

分的项目，不累加计算，取相应项目中最高分值的一项。政策加分是在春考文化

考试总分上直接加分，体现在考生拿到的春招统一文化考试成绩通知单上，在考

生投档时起作用。 

4.政策加分与学校自主加分有什么区别？ 

政策加分是在春招统一文化考试总分上直接加分，体现在考生拿到的高考成

绩通知单上。政策加分与春招统一文化考试总分相加称为合成总分，在投档时有

效。 

学校自主加分则是当考生春招统一文化考试成绩达到给予其加分资格的高

校投档线，投档到该高校后才起作用的校内加分，校内加分不反映在考生春考成

绩单上，也就是说这种加分不是加在考生春招统一文化考试成绩上的，因此校内

加分仅在投档到这所高校时才起作用，投档到其他高校时无效。这是校内优惠加

分与政策加分的本质区别。 



5.2015 年春季考试招生何时填报志愿？如何填报？ 

2015 年春季考试招生在 12 月 7 日―9日网上报名的同时填报志愿，每名考

生可填报 2所院校志愿,每校可填报 3个专业志愿。 

6. 填报志愿时，是否需要填满全部院校和专业志愿？ 

不一定。考生可根据本人情况和意愿来选择填报院校志愿的个数，可以全部

填写或部分填写，没有规定一定要全部填满。但为了增加录取机会，建议考生用

好志愿数，充分表达自己的报考意愿。 

7. “愿否专业调剂”是什么意思？填报志愿时选择了“愿意调剂”，院校

在录取专业前还会征求考生意见吗？ 

为了能让考生填报志愿时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愿否专业调剂”选项，用

以表明考生是否愿意填报的这所高校调剂，录取到该校其他公布的未填报的专

业。一共分三种：填写“1”表示愿意接受该校全部未填专业的调剂录取；填写

“2”表示不愿意接受该校其他所有未填报专业的调剂录取；填写“3”表示愿意

接受该校除中外合作或高收费专业外的其他未填专业的调剂录取。考生在填写志

愿前应当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了解所要填报高校的《招生章程》和招生专业的

具体要求。 

填写“愿否专业调剂”时，考生必须填写 1至 3之间的数字，凡空白不填的，

录取时一律不予调剂；凡填写的，录取时不再征求考生意见。考生不用担心会被

招生院校没有公布的其他专业调剂录取。 

8. 如果在某一学校志愿的“愿否专业调剂”选项中填写了“1”，即全愿

意调剂，是在该学校的全部专业中调剂吗？ 

全愿意调剂是指在考生报考该校公布招生的专业中进行调剂。2015 年春季

招生院校公布的专业最多只有三个，考生在报考时最多只能填写三个专业。若考

生填报了招生高校的所有专业，也就不存在调剂的情况了。注意：有些高校的招

生专业之间自主测试内容不一样，录取规则也有所不同，请考生务必认真阅读各

校的招生章程或简章。 

9. 原来填报志愿时选择了“愿意调剂”，被录取到不喜欢的专业是否可以

放弃？ 



考生被前面所填志愿录取后，后面填报的所有志愿就自然失效了，不可以再

参与后面志愿的录取。因此考生在选择填写“全部愿意调剂”时应看清高校所有

的招生专业。如果被录取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可以了解一下学校的转专业政策，

不要轻易放弃当年就学的机会。 

10. 如何理解高校“志愿优先”的专业录取方法？  

专业录取中的“志愿优先”是指考生被投档到高校后按专业排序，该高校将

优先录取第一专业志愿的考生，只要第一专业生源充足，即使第二志愿报考该专

业的考生的成绩再高，原则上也没有机会被录取。即先完成第一专业志愿的录取，

有剩余的计划才会录取第二志愿考生，如再有剩余计划再依次录取填在三志愿考

生，最后对进档但未能被自己所填专业录取的考生进行专业调剂录取。这种模式

的特点是满足有专业取向的考生，考生的第一专业志愿必须正确定位，不可盲目

追求“热门”。 

11. 如何理解高校“分数优先”的专业录取方法？  

专业录取中的“分数优先”，是招生高校根据进档考生的分数高低的顺序进

行专业安排，即按考生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满足考生的专业志愿，相当于 3

个专业志愿是平行的，优先满足高分考生所填的专业。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最大限

度地满足高分考生的专业志愿。在此模式下，相对高分考生被退档的可能性较小。 

二、考试篇 

12. 今年春季招生的考试科目有哪些？ 

2015 年春季招生的考试科目确定为“统一文化考试+院校自主测试”。 

13.统一文化考试有哪些科目？ 

统一文化考试采用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接轨的方式，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

外语三门科目，其中，语文、数学两科目试卷以“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附加试题”

两部分内容构成。外语则直接使用学业考试卷。 

14.此次春招统一文化考试何时进行？ 

2015 年 1 月 25 日（星期日）9:00 开始  语文。 

2015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一）9:00 开始  数学，13:30 开始  外语。 

统一考试时间：语文 160 分钟（前一部分为 120 分钟，后一部分为 40 分钟），

数学 130 分钟（前一部分为 90 分钟，后一部分为 40 分钟），外语 90 分钟。 



15.统一文化考试成绩何时公布？如何查询？ 

2015 年 2 月 10 日 17:00，公布考生语文、数学、外语考试成绩，同时公布

2015 年春季招生最低录取资格线。考生考试《成绩通知单》由邮政 EMS 直接邮

寄考生本人。 

考生如对考试成绩有疑问，可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 9:00 至 16:00，在“上

海招考热线”网站申请成绩复核，2月 13 日 12:00 可再次登录该网站查看复核

结果。 

16. 统一文化考试是否和学业考同场进行？ 

对高三应届毕业生而言，春招统一文化考试与学业考的语数外三个科目同场

进行。语文、数学先进行学业考部分的答题，学业考考试时间到后收卷完毕再发

附加题部分试卷。外语直接使用高中学业水平试卷，同场同时。 

17. 统一文化考试成绩如何体现？ 

语文、数学两门科目，前一部分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要求命题，分值为

120 分，后一部分根据高考选拔要求命题，分值为 30 分，总分 150 分。外语直

接使用高中学业水平试卷，分值 100 分。外语试卷分设英、俄、日 3个语种（另

加设德语和法语试卷），由报考学生任选 1种。外语设听力考试，听力考试成绩

计入总分。统一文化考试成绩总分为 400 分。 

18.春季招生最低录取资格线如何划定？ 

划线将依据招生计划、考生统一文化考试成绩及各校生源情况综合考虑。 

三、高校自主测试篇 

19. 高校自主测试有哪些内容？ 

高校自主测试内容由招生高校根据学校及专业特点自行确定，测试科目一般

为面试或技能测试，面试或技能测试科目为 1门，主要考查考生学科特长基础。

注重考查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注重为考生减轻备考负担。高校自主测试分值为

200 分。 

20. 如何参加院校自主测试？ 

考生须在 2015 年 2 月 1 日 10:00―11 日 17:00，登录上海招考热线网站确

认是否参加高校的自主测试。未在上海招考热线网站上确认者，视为自动放弃参

加高校自主测试，即放弃春考的录取。 



已在上海招考热线网站确认参加高校自主测试的考生，在有关高校公布自主

测试资格线后，还需根据有关高校的规定的时间节点和方式，于 2月 12 日起登

录高校网站进行自主测试考试时间的选择与确认。具体内容请查看有关高校网

站。 

21. 高校的自主测试资格线如何划定？ 

有关高校根据不超过招生计划数的两倍（民办高校为三倍），在已网上确认

参加高考自主测试的考生中，依据公布的招生章程和考生统一文化考试成绩从高

分至低分划定高校的自主测试资格线 

22. 哪些考生能获得院校自主测试资格？ 

考生的春招统一文化考试成绩总分必须达到本市划定的春季招生最低录取

资格线和高校公布的自主测试资格线，且符合高校对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的要

求，并在规定时间进行过自主测试网上确认的，方可参加高校组织的院校自主测

试。 

23.考生如何知道是否获得院校自主测试资格？ 

2 月 11 日 17:00 后，各校将在本校招生网站公布学校自主测试资格线及参

加测试考生名单。 

请注意，2 月 1 日 10:00 至 11 日 17:00 已在上海招考热线确认参加高校自

主测试，并达到有关该校自主测试资格线的考生，还须于 2月 12 日在有关高校

的网站，根据高校规定的时间节点和方式，选择或确认自主测试时间。 

四、录取篇 

24. 春招如何投档？ 

春季招生录取的投档方式采用一档两投方式。 

25.春招如何录取？ 

对符合有关资格的考生，招生院校可充分使用自主测试（面试或技能测试）

成绩，作为多元录取的依据，真正体现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原则。各校须

根据事先公布并经市教委予以备案的招生章程进行录取。 

2015 年 2 月 17 日至 28 日，招生高校须按规定，在高校网站公示预录取考

生名单和候补资格考生名单（候补资格考生人数不超过公布计划数的 50%，同时



公布候补排名顺序）。请考生及时查看报考院校的网站相关信息，以免错过确认

录取时间。 

26.何谓预录取考生？ 

由于春招是一档两投，考生有可能同时被两所高校同时录取，所以预录取考

生需要到其中一所高校进行录取确认后，方能被正式录取。 

预录取考生有两类：一是各校根据高校招生章程按照招生计划 1：1预录取

的考生，2 月 17 日将在学校网站予以公示；二是已确认候补录取资格的考生由

于其他 2 月 17 日公示的预录取考生未进行录取确认而获得的预录取机会，此类

预录取考生将于 3 月 1 日下午在各校网站公示。 

成为预录取考生意味着不会不录取，但须经考生到高校进行录取确认后，才

能正式录取。凡是被预录取的考生均不能参加 2015 年秋季高考。 

27.何谓候补资格考生？ 

由于春招是一档两投，会出现由于“同时被两所高校预录取的考生放弃录取

确认”而出现计划空额。为保证计划的有效性及考生的权益，各校在按公布计划

完成预录取后，在不超过计划数 50%的范围内顺序安排候补资格考生，并于 2月

17 日予以公示。 

28.候补资格考生如何获得预录取机会？ 

考生须在报考高校的网站上查询到获得候补资格后，于 3月 1日上午携带春

招统一文化考试成绩单原件到报考高校进行候补资格确认。同时获得两校候补资

格的考生（此类考生的候补资格确认时间延长至 3月 1日 16:00）只能选择其中

的一所院校进行候补资格的确认。注意：确认候补资格的考生不一定会被录取，

要根据该校预录取考生的录取确认情况而定。 

2015 年 3 月 1 日下午，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招生高校根据计划空额，在已经

确认候补资格的考生中顺序录取，此类考生即获得了预录取资格。有关高校将在

高校网站公示这部分预录取考生名单。 

29.如何进行录取确认？ 

（1）同时被两所高校预录取的考生，须在 2月 28 日上午 12 点前，凭春招

统一文化考试成绩单原件选择其中的一所高校确认录取。 



（2）其他考生于 2015 年 3 月 1 日上午 12 点前，凭春招统一文化考试成绩

单原件到高校进行录取确认或者候补录取资格确认。 

其中获得一所高校预录取资格同时获得另一所高校候补资格的考生或者同

时获得两所高校候补资格（此类考生的候补资格确认时间延长至3月 1日 16:00）

的考生，都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所院校进行确认。 

（3）2015 年 3 月 2 日，已确认候补录取资格且被预录取的考生凭春招统一

文化考试成绩单原件到高校进行录取确认。同时获得预录取资格和候补资格的考

生，若选择候补资格确认，但未被候补高校预录取的，可回原预录取高校进行录

取确认。 

预录取考生无论是否与高校确认录取，一律不得参加 2015 年的秋季高考。 

30. 哪些考生会被取消秋考资格？  

预录取考生和列入候补资格名单并最终被预录取的考生，无论是否与高校进

行录取确认，一律不得参加当年秋季高考。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1）2 月 17 日公示的各校预录取考生。 

（2）3 月 1日下午公示的已确认候补录取资格、被预录取的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