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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招生

面向全国的综
合评价招生

• 中国科学院大
学

• 北京外国语大
学

• 南方科技大学

上海市综合评
价招生

• 上海交通大学

• 复旦大学

• 同济大学

• 华东师范大学

浙江省三位一
体招生

• 浙江大学

• 浙江省属高校

领军/博雅计划

• 清华大学领军
计划

• 北京大学博雅
计划

山东省（旧高
考）综合评价

• 山东大学

•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综评要素 具体内容

招生对象
理想高远、品德优良、学业优秀、热爱科学，并具备创新潜质的
理科高中毕业生。

报名材料
报名表，证明材料（如学科竞赛、科研活动、省市级三好学生、
兴趣特长、社会活动等）

初审标准
综合考察学生高中学习成绩、特长、获奖及参加社会活动等情况
进行遴选。鼓励在数学、物理、生物、化学、计算机五大学科竞
赛中获得省级竞赛一等奖及以上的考生报考。

面试内容
数理基础、逻辑推理、学习兴趣、想象能力、表达能力及综合素
质，一般不出具刚性答案的题目



中国科学院大学

高考成绩（含加分）

面试成绩

X×60% Y×30% Z×10%
综合评
价成绩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全A为满分；每增加1个B，扣减2%；每增加1个C，

扣减3%；出现D者，一般不考虑其申请



南方科技大学

综评要素 具体内容

招生对象
身心健康、志存高远、勇于担当、独立思考、具有学科特长和创
新潜质的优秀高中理科毕业生

报名材料
申请表，学校推荐表，个人陈述，高一至高三上5 次期末考试成绩、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高三最近2-3 次月考或模考成绩（包括各
科得分、总分及年级排名，注明各科满分），其他证明材料

能力测试 机试，面试

优录政策
五大学科竞赛国二及以上，可免能力测试，直接计满分30 分；获

得国三，由相应省份招生组考核其高中平时学业成绩和英语能力，
通过考核者，可免能力测试，直接计满分30 分。



南方科技大学

高考成绩

能力测试成绩
（机试25%+面试5%）

高中学业成绩
综合素质3%+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7%

X×60% Y×30% Z×10%
综合评
价成绩



综合评价启示

1、综合评价招生对象并没有明确的指向范围，高含金量的某些奖项也并不是硬性条件，招
生对象覆盖范围更广，门槛也较低，考生可以积极地准备综合评价招生

2、综合评价考核重点是面试环节，部分高校可能会有机试或笔试，面试将根据考生提交的
申请材料，主要围绕考生的学科潜质、各项能力和综合素质展开

3、综合评价招生较为明显地弱化了高考的绝对性，高考发挥失利的考生可以通过在高校考
核中的突出表现和平时一贯的优异成绩，来有效补偿高考失利造成的分数损失

4、高中生在面对综合评价时，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除了课内学业以外，也要更多地注重自
身全面素质能力的综合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面向上海综评）

综评要素 具体内容

招生对象 综合素质优秀、品学兼优、身体健康

报名材料 申请表，其他证明材料

面试资格
初审通过，依据高考投档成绩、填报志愿，按照招生计划数的1：
1.5 比例确定面试资格

特别说明

1、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将统一提供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及高中学业水
平合格性考试成绩。
2、依据《上海交通大学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使用办

法》，参考考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进行初审，并将综合素质评
价信息呈现给面试专家作为面试评分中重要的参考依据。



上海交通大学（面向上海综评）

高考投档成绩

面试成绩

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

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思想政治、
历史、地理、信息科技，每门科目合格计10 分，不

合格或无成绩计0 分。

X×60% Y×30% Z×10%
综合

成绩

综合成绩相同时，再依次以高考投档成
绩、高考数学成绩、面试成绩排序录取



复旦大学（面向上海综评）

综评要素 具体内容

招生对象 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综合素质高、全面发展的学生

报名材料 申请表，综合素质评价材料，个人陈述，获奖证书

初审依据
根据考生所报专业，结合考生品德表现、学科基础要求、学习成
绩、学科竞赛获奖等方面审核，按1:6确定名单

高校考核
综合和专业考试，根据各专业报名情况，由学校和各学院（系）
按专业特点而定，满分为10 分。



复旦大学（面向上海综评）

面试成绩
= Σ [（31- 每位专家排名）×2] 

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
= Σ（各科折算成绩÷10）

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信息科技，合格折算为100 分，不合格或无成绩折算为0 分

高考成绩

×600

÷660

面试成绩

高中学业
水平合格
性考试成

绩

综合

成绩



上海市综合评价启示

1、对上海考生，尽量提升自身的高考成绩，一是使自己能够入围面试，二是使自己在综合

成绩合成过程中，先于他人占有一定的优势，面试环节的压力也相对小一些。高考的作用和
重要性依然不能小视，新高考制度下，高中生在做学业发展规划时还是要将学业成绩放在相
对重要的位置。

2、非高考科目将会对最后的评价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每个合格都会在最终的综合成绩中
占有1% 的比重，对高手至关重要。

3、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使用被不断强化。初审的重要参考，面试的原始素材，评分的参考

依据。考生在高中三年的规划过程中，不仅仅要规划好自身的学习发展，更重要的是规划好
课业之余的生活，像是文体活动，社会工作或是志愿公益等，都要引起重视。

4、考生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将不再由学生本人提供，而是由市教育考

试院直接提供给相关高校，招生流程更加标准化，材料更加真实客观，高校对考生的各方面
素质都将有直观的认识。



浙江大学（浙江省三位一体）

综评要素 具体内容

招生对象

高中期间综合素质评价中品德表现终评等第为“优秀（A）”或者
“好（B）”；

通过各科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无不合格科目，其中英语学考等
级为A；
学科特长突出、专业意向明确，身心健康；

初审标准 根据《复旦大学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使用办法》审核

面试流程
专家与考生多轮一对一面试，每轮面试时间15 分钟，共计75 分钟；

面试结束后每位专家独立评判打分，对每位考生排序，然后合计
每位考生的面试成绩

特别说明
面试专家根据《复旦大学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使用办
法》有关规定将考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作为参考材料使用



浙江大学（浙江省三位一体）

（高考成绩÷750）×80 

面试成绩（10分）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 Σ各科折算成绩，满分为10 分

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思想政治、
技术10科成绩按A=1 分、B=0.9 分、C=0.8、D=0.6 分折算

X×80% Y×10% Z×10%

综合

成绩

（100分）

前提：高考成绩在全省前10%



浙江省三位一体启示

1、明确要求综合素质评价等级（比如品德表现）以及学业水平考试等级

2、对高考成绩部分高校也会提出要求，所以对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学业成绩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

3、浙江省更加看重学考科目的具体等级，将赋分细化到学考科目的每一个等级上，考生在
高中的每一门科目的学业成绩都直接影响到三位一体综合成绩的评定



山东大学（面向山东综评）

综评要素 具体内容

招生对象

1.思想品德、社会实践表现良好，高中三年参加不少于10个工作
日的社区服务和1周社会实践，并完成15学分的研究性学习任务；
2.高中阶段各科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不少于10A；选修课程学习情
况良好，获得6个以上学分；
3.高中阶段历次期末考试成绩及高考模拟考试成绩在年级均列前
10%；学生在体育、艺术方面或在科技创新方面有一定的兴趣特长，
表现突出者同等条件下优先。

报名材料 各种成绩单、各类获奖证书及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证明

初审依据
根据考生报名条件及所在中学生源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择优确定
初审通过名单

高校考核
“笔试+面试”或只采用面试方式考核，重点考察学生的科学精神、
创新素质及综合素养

录取条件 高考成绩文科前3000名或理科前10000名



山东大学（面向山东省综评）

高考文化分

综合测试成绩

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高中会考）

前提：高考成绩文科全省前3000，
理科全省前10000名

X×70% Y×20% Z×10%

综合

成绩

（100分）



山东省综合评价启示

1、明确要求学业水平考试等级和历次期末考试成绩要求，考生在高中各次大型考试中要稳
定发挥，争取更高的排名

2、综合评价虽然弱化了高考成绩，但是考生依然要认真准备，高考成绩依然也会作为综合
评价录取的门槛，而且高考成绩高，总能对综合评价产生正面积极影响

3、以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为代表的山东省9所高校在旧高考模式下就推行综合评价招生

，对新高考改革，这些高校在政策细节上预计不会出现太大的调整，而且由此看北京、天津
等地区部属或市属高校也将逐步推行综合评价招生



清华大学领军计划



北京大学领军计划



领军/博雅计划启示

1、申请清华、北大的综合评价核心条件是学业成绩排名靠前

2、清华、北大在组织考核以及进行最终认定时，并不考虑考生的高考成绩，高考成绩对最

终的认定结果没有影响，相反清华、北大更多的侧重于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全面考核，对
考生的高中的全过程表现进行评价，故而考生在申请清华北大时要格外注重自身综合素质的
全面发展，这一点对清华北大两所高校被加强，考生要注重“全”

3、清华领军和北大博雅计划是有笔试的，笔试考察的内容和难度都是要高于高考的，在竞

赛初等水平，学科覆盖面也较为广泛，侧重考查学生的学科综合素养和特长，故而考生在准
备时要留心于重点学科的竞赛相关训练

4、高考成绩对于综合评价过程没有影响，但是考生最终能否被两所高校实际录取，还是要
看高考成绩的，所以考生要明确自身的成绩定位

5、领军、博雅计划的招生和通过情况与考生所在高中有直接关系，考生在准备时还应该考
虑到所在中学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方向，但核心依然是综合素质过硬



综合评价招生

新高考下的几点启示：

非高考科目每个合格均会在结果中占有比重，对评价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使用被不断强化，将直接影响最终的综合成绩和录取结果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将会由教育部门直接从系统中提供给高校

北京部分985高校及市属高校很大可能试行综合评价招生



综合评价招生

学业成绩为基础+全面发展综合能力+特长专长的培养

综合素质

优秀

学业成绩

靠前

特长和潜质

（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