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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教发【2021】103号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关于组织 2020～2021 学年度下期期末初中

小学和七、八年级绵阳抽考教学

质量监测的通知

各初中、小学：

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高

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学质量，及时、准确、全面把握我

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学质量的状况。经研究，决定组织

2020～2021学年度下期期末初中小学和七、八年级部分学科

绵阳抽考教学质量监测，小学抽考五年级，实行网阅。现将

监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象及科目

我市义务阶段教育学校一至五、七、八年级学生。

各年级监测科目：

小学：一至二年级语文、数学两科；三年级语文、数学、

科学三科；四、五年级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四科。（英



语要听力测试）

初中：七年级语文、数学、英语、道法、历史、地理、

生物共七科；八年级语文、数学、英语、物理、道法、历史

共六科。（七年级语、数、英和八年级语、数、英、物绵阳

抽考）

二、命题范围和要求

(一)小学：

1、语文学科：以《语文课程标准》相应年级的阶段目

标要求为命题依据，以现行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为基本范围，

重视对“三维目标”的监测和学生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的考查。

2、数学学科：以《数学课程标准》相应年级的阶段目

标要求为命题依据，以现行人教版各年级课标教材为基本范

围，重视对知识与技能以及数学思维、情感与态度目标内容

的监测。

3、英语学科：依据《英语课程标准》相应年级的阶段

目标要求和人教版三年级起点英语教材为命题依据，4、5年

级本学期的全部内容。

4、科学学科：以《科学课程标准》相应年级的阶段目

标要求为命题依据，以现行科教版各年级实验修订教材为基

本范围，重视“三维”目标的监测考查。

5、分值

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学科试卷满分均为 100 分；其

中英语听力：四年级 60 分、五年级 50 分。

6.小学1-6年级学科监测范围，以本期现行教材所涉及

的内容为基本范围，重点监测后半期内容。



(二)初中：

七、八年级抽考学科以绵阳命题为准，江油各科监测试

题难度，参照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要求，适当兼顾高中招生考

试要求。各科试卷满分均为100分。监测时间，语文为120分

钟，英、数、物为90分钟，道法、史、地、生为60分钟。

语文 数学 英语

七、八年级监测范围见绵阳监测函。

物理

八年级监测范围见绵阳监测函。

道法历史

道法：初一：七年级（下），初二：八年级（下）。时

事政治（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15日）占10％。

历史：初一：七年级（下），初二：八年级（下）。

初中一、二年级道法、历史实行闭卷测试。

地理、生物

地理：七年级（下）；生物：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1-7

章。

三、监测时间：

1、小学（1—3 年级）

年级
2021年7月2日

上午 下午

1-2年

级

语文 60分钟 9:00－10:00

数学 60分钟 10:30－11:30

3年级
语文 90分钟 9:00－10:30 数学 70分钟 2:10－3:20

科学 40分钟 11:00－11:40



2、小学（4—5 年级）

日 期 学科 备注

2021 年

7 月 3 日

上午
9:00－10:30 语文

11:00－11:40 科学

下午
2:10－3:20 数学

3:40－4:30 英语

3、初中（7-8年级）

日期 初一（2020级） 初二（2019级）

7月2日

上午 英语

道法

8:20-9:50

10:20-11:20

道法

英语

8:20-9:20

10:30-12:00

下午 语文

历史

2:10-4:10

4:30-5:30

历史

物理

2:10-3:10

4:50-6:20

7月3日

上午 数学

生物

8:20-9:50

10:20-11:20

数学 10:30-12:00

下午 地理 2:10-3:10 语文 2:10-4:10

四、考生考号编排

(一)小学： 5年级按学生身份证号所对应的11位考号

（学生考号为11位：顺数第一位为年级代码“5”，第二位为

0表示完小、为1表示村小，第三、四为江油代码“03”第五、

六位为学校代码，第七位为“0”，第八、九位为考场号（考

场从01起编排），第十、十一位为学生座位号（每个考场从

01开始到36结束，尾考场除外）进行编排，转入的学生（外

籍）要编排在该年级最后。每个考场按6列6排从进门靠窗户

第一个桌位为起始号，从低到高的顺序呈蛇形编排。注意：

学生姓名和19位国号、11位测试号三者要一一对应，试卷顺

序不得打乱。1-4年级按学生身份证号所对应的11位准考证



号进行编排（参考5年级11位准考证号的含义），成绩录入

上报按公共邮箱的录入格式操作，按11位准考证号上报成

绩，一定要在每个学生姓名前面注明学校名称。

（二）初中：7、8年级学生准考证号以绵阳下发的为准，

每个考场从01开始到36结束，尾考场除外。每个考场按6列6

排从进门靠窗户第一个桌位为起始号，从低到高的顺序呈蛇

形编排。7、8年级其余学科成绩按学生成绩录入格式上报。

本次监测五年级的试卷（答题卷）要集中网上评阅试卷，

五年级要按学籍库的顺序上报编排表，便于做条形码，各小

学必须在 6 月 16 日按学籍号顺序将编排表分别发至教育发

展中心封老师邮箱 jyfsy@126.com。

五、监测的组织实施及要求

1、本次监测的组织工作，以校为单位，各中小学校长

为考场主任，全面负责本次测试、评卷、安全等管理工作。

为确保考试信度，各校必须派出一名副校级领导交叉蹲点巡

考，相互督促组考。巡视员注意：五、七、八年级的试卷监

管要按时贴封条，每堂考试收齐余卷入柜，所有考试结束才

能将余卷返给学校。各校将派出的巡考人员信息在6月3日电

话报发展中心江老师处（69667）。市教育发展中心派员分

片巡视，督查组考和阅卷工作，将考评到校，责任落实到人。

2、本次测试 7 年级道法、历史、地理、生物试卷和 8

年级历史与道法试卷采用模拟网上阅卷方式，试卷分为试题

卷和答题卡，其余学科试卷语数英物使用绵阳卷，网上阅卷。

3、本次测试五年级实行网上阅卷，五年级为题卷和答

卷卡。学生将客观题的答案用2B铅笔填涂到答题卡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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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可使用橡皮擦。学生用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书写主

观题答案，书写时字迹要工整、清晰，不要写得太细长，字

距适当，不得使用铅笔、红笔或圆珠笔等其他笔书写；答题

时如需要对答案进行修改，可用修改符号将该书写内容划

去，然后紧挨着在其上方或下方写出新答案，修改部分书写

时也不能超过该题答题区域的黑色矩形边框，不得使用涂改

液，否则修改的答案无效；考生必须按照答题卷上的要求填

涂、书写，不得乱涂乱画、折叠答题卷，否则后果自负。各

校要对监考教师进行贴条形码的培训，指导学生提前购答卷

所用的合格工具。各校要加强对五年级学生的指导和训练，

特别是五年级学生购的2B铅笔和0.5毫米黑色签字笔或蓝黑

墨水（碳素墨水）钢笔，不得使用纯蓝墨水，以及答题指导。

3、4-5年级英语听力测试在监测前两天将听力加密文件

放在教学质量监测群共享，考前45分钟在教学质量监测群公

布密码，请各校校长提前上网接收。

4、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期末监测期间的安全工作，对师

生进行安全专题教育，制定安全工作预案，加强防范措施。

六、考务工作

1、严格执行小学、初中教学质量监测考务工作细则的

要求。严格考风考纪，试卷交接严密，试卷保管专人专柜，

必须双锁并专人负责守护。各校互派的巡视员，要负责监管

试卷，7月1日按时到岗，接收试卷；负责每堂考试前后贴上

封条；负责监督各科试卷的发放；负责每堂考试的余卷收齐

入柜；各校要将试卷专柜的所有钥匙交巡视员保管；考试结

束，由巡视员和学校责任心强的老师一起将答卷送达发展中



心扫描。五年级的答题卷，7月3日下午考试结束后，将答题

卡及时送发展中心扫描。7、8年级绵阳卷每科考完按要求将

答题卡密封、打捆（每捆20袋，每捆正面用一张纸注明：学

校、学科、每捆编号，如：2-1、2-2）,3号考试结束，及时

送发展中心，4号送绵阳。

2、五年级仍按原来江油市教学质量评价细则中的分组，

同一个评价组内学校间交叉监考，每考室2位教师监考，由

发展中心统一安排。1-3、4年级由各校严格组考，1-3年级

以班为单位安排考场；七、八年级每个考室36人，尾考室不

得超过40人；五年级每个考室36人，尾考室不得超过45人，

按6列6排从进门靠窗户第一个桌位为起始号，考号由小到大

呈蛇形编排。试卷袋型：大袋36份，小袋6份。

3、五年级（题卷和答题卡）的答题卡按从小到大顺序装

入袋中，不装订，不折叠，要密封。缺考学生的答题卡按顺

序装袋，试卷袋上要注明学校、学科、第几考室、监考员姓

名。举报电话：3222852.特别说明：答题卡中不得夹带纸屑、

草稿纸、封条，验卷一定把关，期末监测考核到校。监考教

师不得将手机带入考场，由考点统一保管。

七、阅卷工作

1、1-4、7、8年级的阅卷工作，由校长负责组织实施，

阅卷时间为7月4日一天，各学校要密封流水阅卷，年级交叉

进行，严格要求，统一标准，确保客观公正。五年级的答题

卷年级的试卷由发展中心组织集中网上评阅，4号扫描，各

校选派的阅卷教师于7月5日早上8:00准时赶到阅卷场（小学

在外国语学校小学部），阅卷教师人员及安排另行通知。



2、各校按要求选派阅卷教师，必须工作责任心强，年

龄不超过50岁，能熟练操作计算机；自带有盖的水杯。发展

中心要考核阅卷教师的工作情况，并通报到校。

7月5日下午阅卷结束，各校安排教师将题卷答卷或答题

卷带回。

7月6-7日，7、8年级语数英物学科教师按分配的名额参

加绵阳组织的阅卷。

八、监测试卷送发及成绩录入报送

中、小学各学科监测卷将在监测前一天送达原片区指定

的地点（原雁门片6所学校到雁门小学、原厚坝片7所学校到

厚坝初中、原小溪坝片7所学校到小溪坝初中、原永胜片6所

学校到双河初中、原三合片14所学校到三合镇初中（含彰明

中学）、原太平片13所学校到太平镇学校（含青莲初中）、

原中坝片9所学校到花园路初中），由发展中心安排人员蹲

点分发，各校要安排人员及时领卷，并做好保密工作。

发展中心要对全市初中、小学成绩进行分析。初中、小

学按“义教网阅群”录入格式上报。录入要求：1、个别年

级缺科，必须保留缺科栏，不得删去；2、更不得增加栏目；

3、录入栏目顺序不得乱调；4、村小成绩单独上报，上报单

位'村小"名字前面要加上“中心完小”的名字，如：青莲小

学太白村小。各校在 7 月 4 日将成绩邮件分别发至市发展中

心封老师邮箱， 初中：scjyfeng@163.com ，小学：

jyfsy@126.com，以便及时进行成绩分析。小学等级评价线

将最迟于 7 月 6 日上午在“义教网阅群”中公布。

九、测试资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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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资料费：根据绵教体发【2011】47号、绵教所【2011】

79号文件和江油市教体局委员会（2010年7月16日）会议纪

要的精神。⑴小学： 1-2年级每生每科收取监测资料费1.00

元;3-4年级每生每科收取监测资料费1.20元，5年级每生每

科收取监测资料费2.50元。⑵ 初中：7年级每生每科收取监

测资料费1.8元，8年级每生每科收取监测资料费1.8元。测

试资料费在公用经费中列支。

附件：1、2021春期末小学教学质量监测卷征订单

2、2021春期末初中教学质量监测卷征订单

3、2021年春季期末监测考务工作日程表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2021年6月4日

抄报：江油市教育和体育局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2021年 6月 4日印



附件一：

江油市2020～2021学年度下期末小学教学质量监测卷征订单

单位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语数 语数 语数科 语数英科 语数英科

大袋 小袋 大袋 小袋 大袋 小袋 大袋 小袋 大袋 小袋

注：大袋每袋36份，小袋每袋6份

附件二：

江油市2020～2021学年度下期末初中教学质量监测卷征订单

学校 初一 初二

大袋 小袋 大袋 小袋

注：初中一、二均分两种袋型，大袋 36 份，小袋 6份。

附件三：

江油市2021年春季小学、初中期末教学质量监测考务工作日程表

序号 时间 具体工作

1 7 月 1 日 送小学、初中各年级试卷到原片区定点学校，各校派 2位责

任心强的同志领卷。各校布置考场、考室。交叉巡视员到位

接收试卷，贴密封条，收齐保险柜的钥匙。

3 7 月 2-3

日

各中小学校组织学生期末测试。3号考试结束，将五年级答

题卡送发展中心扫描；将 7、8 年级语数英物学科答题卡送

发展中心。

4 7 月 4 日 各校组织 1-4、7、8 年级阅卷。

4 7 月 5 日 早上 8：00 点，5年级阅卷教师到外国语学校阅卷。

5 7 月 4 日 各中小学 1-4、7、8 年级用 Excel 录制好电子文档成绩。成

绩录入格式以原教研室公共邮箱提供的格式为准。小学成绩

发邮件到封思煜同志的邮箱（jyfsy@126.com），初中 7 年

级成绩发邮件到室封思煜老师的邮箱（scjyfeng@163.com）。

6 7 月 6-7

日

7、8 年级相关学科教师到绵阳阅卷。

7 7 月 6 日 下发五年级成绩

8 7 月 7 日 下发小学等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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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月 8 日 下发中小学教学质量监测成绩分析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