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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文 件 
 

 

沪教委基〔2021〕47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关于 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 

现将《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 2022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的实施细则》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 2022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的实施细则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21 年 11月 30日 



 —  2  —  

 

附件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 2022 年 
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细则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规〔2021〕3 号）要求，结合本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有关部署，为做好 2022年上海市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考务工作，特制

定本细则。 

一、考试方式与安排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由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统一评卷，

市和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考试的组织和实施工作。 

（一）考试方式 

语文、数学合格性考试采用笔试方式，时间均为 90分钟。外语

合格性考试分为笔试和听说测试,笔试不含听力,考试时间为 90 分

钟；听说测试(含听力)，采用人机对话方式分批次开考，时间为 30

分钟。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按照本市普

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要求，从 2021学年春季学期末举行的合格

性考试科目名称调整为生物学）分合格性和等级性考试,考试时间均

为 60分钟。2022年 1月合格性考试继续探索采用机考形式，采用混

排同时开考的方式;2022年6月合格性考试仍然采用笔试形式。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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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和生命科学（生物学）合格性考试另设技能操作测试，测试时

间均为 15分钟。 

信息科技（按照本市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要求，从 2021

学年春季学期末举行的合格性考试科目名称调整为信息技术）为合

格性考试，采用机考形式分批次开考，考试时间为 60分钟。 

（二）考试安排 

合格性考试（具体考试时间以准考证为准）：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合格性考试科目 

1月 8日 
（星期六） 

9:00—10:30 语文 

13:30—15:00 数学 

1月 9日 
（星期日） 

9:00—10:30 外语（笔试） 

13:00起开考 外语听说测试 

1月 15日 
（星期六） 

9:00起开考 

化学 

思想政治 

物理 

1月 16日 
（星期日） 

9:00起开考 

历史 

地理 

生命科学 

1月 17日 
（星期一） 

9:00起开考 信息科技 

5月 23日（星期一） 

-5月 30日（星期一） 

物理、化学、生物学

技能操作测试 

6月 28日 

（星期二） 

9:00—10:00 化学 

13:00—14:00 思想政治 

15:30—16:30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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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合格性考试科目 

6月 29日 

（星期三） 

9:00—10:00 历史 

13:00—14:00 地理 

15:30—16:30 生物学 

6月 30日 

（星期四） 
8:00起开考 信息技术 

等级性考试：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等级性考试科目 

5月 7日 

（星期六） 

9:00—10:00 化学 

13:00—14:00 思想政治 

15:30—16:30 物理 

5月 8日 

（星期日） 

9:00—10:00 历史 

13:00—14:00 地理 

15:30—16:30 生命科学 

二、成绩呈现与报告 

（一）分值与等第 

各科目考试满分为 100分。其中外语笔试满分为 80分，听说测

试满分为 20分。 

合格性考试成绩分合格、不合格两类。由市级教育部门统一组

织的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

命科学（生物学）和信息科技(信息技术)科目，合格性考试的合格

分数线以考试分数的标准分值划定。 

等级性考试成绩以等级呈现，按获得该次考试有效成绩的考生

（即缺考或未得分的考生除外）总数的相应比例划分等级，位次由

高到低为 A+、A、B+、B、B-、C+、C、C-、D+、D、E共五等 1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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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约占 5%，A、B+、B、B-、C+、C、C-、D+各约占 10%，D、E

共约占 15%，E为考试有效成绩低于标准分值或约占 5%。 

（二）成绩处理 

根据教育质量监测和成绩报告的有关要求，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将依照科学规范的程序对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进行数据统计和处

理。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将在规定时间内将考生成绩单统一发放到各

区，由各区招生考试机构发放到学校和考生本人。 

三、报名与报考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报考工作由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

具体负责。 

（一）报名 

首次参加考试的本市普通高中在籍学生通过其学籍所在学校集

体报名，学生基本信息由本市普通高中学籍管理系统提供。 

首次参加考试的高中阶段其他学校在校学生、年满 18周岁的社

会人员、取得初中毕业或结业证书的社会人员（以下简称“其他考

生”）通过网上报名、现场确认的方式进行报名。 

已参加过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的学生无需再次报名，可直接

进行报考。 

每位学生完成报名后，取得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号，报名号

是学生在考试中唯一的身份识别号码，遵循“一人一号，多次使用，

动态管理”的原则。 

（二）报考及成绩有效期 

学生完成报名后进行相应科目的报考，完成报考后须核对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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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并签字确认，方能参加该科目的考试。 

1.合格性考试报考及成绩有效期 

（1）合格性考试报考 

本市普通高中在籍学生（不含外籍学生）均须报考合格性考试;

具有本市普通高中学籍的外籍学生可自愿报考合格性考试;学生在

休学期间不得参加报考。 

本市普通高中在籍学生中留级、办理正式休学手续后复学或因

其他原因未参加相应年级相应科目合格性考试的学生，均须按目前

所在年级报考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 

本市普通高中在籍学生可报考的合格性考试科目如下表所示: 
  

所在 

年级 
可报考科目 

高一 信息技术 

高二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生物学）、

信息科技（信息技术） 

高三 
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

生命科学（生物学）、信息科技（信息技术） 

①语数外合格性考试 

参加春考或秋季高考的本市普通高中在籍学生可用春考或秋季

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成绩替代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成绩（以

合格/不合格呈现）。 

②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生物学）、

信息科技（信息技术）合格性考试 

2022 年 1 月份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报考对象为：凡报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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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合格性考试相关科目的考生，因缺考或成绩不合格，可选择报

考对应科目；未取得合格性考试合格成绩的高三在籍在读学生和参

加 2022 年高考报名的“其他考生”；综合考虑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

材实施情况，从未报考过地理、生命科学合格性考试的高二在籍在

读学生，可选报地理、生命科学合格性考试科目。 

2022 年 6 月份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的报考对象为：高一在

校生（限选信息技术合格性考试）；高二、高三在校生（限选思想政

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等科目的合格性

考试）;“其他考生”可自愿报考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

学、生命科学（生物学）、信息科技（信息技术）7 门科目的合格性

考试。 

（2）合格性考试成绩有效期 

合格性考试“合格”成绩始终有效；生命科学、信息科技科目

名称调整后，之前取得的对应科目合格性考试“合格”成绩继续有

效。 

2.等级性考试报考及成绩有效期 

（1）等级性考试报考 

合格性考试成绩合格的考生方可报考相应科目的等级性考试。

参加过本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往届生若已取得该科目的合格成绩,

可直接报考该科目的等级性考试。考生可根据高校招生要求和自身

兴趣特长，在 6门等级性考试科目中自主选择 3门参加考试。 

（2）等级性考试成绩有效期 

本市高中在籍学生，在 2020学年及之前入学且获得的等级性考

试成绩，有效期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普通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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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规〔2018〕6号）执行。在

2021学年及之后入学且获得的等级性考试成绩均当年有效。 

“其他考生”，在 2022 年及之前获得的等级性考试成绩，有效

期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规〔2018〕6 号）执行；在 2023 年获得

的等级性考试成绩，保留至 2024 年有效；自 2024 年及之后，等级

性考试成绩均当年有效。 

2022年，考生首次报名参加高考时（高考报名成功即视为参加，

下同），其选定的等级性考试不得超过 3门科目，且均只能参加一次

考试，报考后不可更换考试科目。考生首次参加高考前，若报考的

等级性考试相关科目缺考，可再次报考对应科目的等级性考试，不

可更换考试科目。考生若再次报名参加高考，3门等级性考试科目可

更换，也可选择同一科目再次考试，但必须先注销有效期内前一次

相关科目的等级性考试成绩。 

生命科学科目名称调整后，之前取得的有效期内的等级性考试

成绩继续有效。 

3.外省市转学进入本市就读学生的报考工作 

由外省市转学进入本市普通高中就读的学生（须学籍转入本市，

下同），若已参加过外省市省级（或直辖市、自治区，下同）教育考

试机构统一组织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可持成绩单等相关材料，在

报名期间申请本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相应科目的考试成绩认定。 

成绩认定仅限于本市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物理、化

学、生命科学（生物学）、思想政治、地理、历史 6门科目等级性考

试成绩不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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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申请认定的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经上海市教

育考试院认定为合格后，可不再参加其已认定科目的合格性考试。 

学生也可报考本市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其在外省市参加的

相应科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或会考）的成绩不再予以认定。 

未转学进入本市普通高中就读的“其他考生”如需申请外省市

成绩认定，可参照外省市成绩转入管理办法执行。 

四、考务管理 

（一）考试组织 

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由市和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组织和实

施工作。监考教师由区招生考试机构按照“本校教师回避监考本校

学生”的原则进行安排。 

考试按照全市规定的时间和考务要求统一进行。笔试科目和外

语听说测试需在标准化考点进行。信息科技（信息技术）科目考试

由各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本辖区内考点设置、考场编排。 

物理、化学、生物学 3 门科目技能操作测试由市教育考试院统

一命题、统一制定评分标准，高中学校在统一时间段内组织实施，

采用现场评分的方式进行。区招考机构选聘两名测试监察员到各考

点，负责监督指导考试管理和测评标准的执行情况。 

（二）试卷保管 

试卷保管工作根据教育部、国家保密局相关规定执行。试卷根

据保密规定印刷，试卷的领取和保管由市、区有关部门及学校按规

定做好保密管理工作。 

（三）评卷安排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行全市统一网上评卷，评卷教师的选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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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另行发文。评卷（分）工作将严格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要求，

切实做到安全保密、规范管理、统一标准、严守纪律。 

（四）成绩复核 

考生若对本人的考试成绩有异议，可在成绩公布后的规定时段

内，通过“上海招考热线”网站（http://www.shmeea.edu.cn）申请成

绩复核。成绩复核主要核查成绩处理各环节有无差错，不重新评卷，

不予查阅答卷。复核结果由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通过“上海招考热线”

网站（http://www.shmeea.edu.cn）反馈考生。 

五、疫情防控 

2022 年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期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常态化防控

遵循依法管理、科学防范、分类指导、医校联动的指导原则开展工

作。 

各区应依据最新防疫要求，不断建立健全常态机制，有针对性

地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确保广大考生及相关工作人员生命

健康安全。具体防疫方案要求参照《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 2022年

度上海市普通高校各类招生考试新冠肺炎卫生防疫工作方案（通用

版）》执行。 



 

 

 

 

 

 

 

 

 

 

 

 

 

 

 

 

 

 

 

 

 

 

抄送：市教育考试院、市教委教研室、有关局、公司教育处。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11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