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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2021年普通高校考试招生

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解读

2021年是我省高考综合改革政策落地的第一年。近日，省

招委会印发了《湖北省 2021年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和录取工作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为帮助大家全面学习、系统

了解和准确把握2021年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和录取工作的政策措

施、程序规则等，我们围绕《实施方案》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编

写了政策解读。

一、关于考试与成绩

1．高考综合改革后，全国统一高考科目有哪些？高中学业

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有哪些？

自 2021年起，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包括全国统一高考和高中

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

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 3科，不分文理。

外语科目考生可以从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 5个语种

中任选 1个语种参加考试，每个语种均由听力和笔试两部分组

成。全国统一高考科目由教育部统一命题。

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包括物理、历史、思想政治、

地理、化学和生物学 6科，考生在物理、历史 2 门中选择 1 门

为首选科目，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 4 门中选择 2

门为再选科目。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由我省自主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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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时间如何安排？

2021年起，全国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安排

3天，采取分科分卷考试方式进行，其中：1天半安排全国统一

高考科目，1天半安排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全国统一

高考科目考试时长与往年保持不变，即：语文科目考试时长为

150分钟，数学、外语科目考试时长均为 120分钟；高中学业水

平选择性考试各科目考试时长均为 75分钟。

具体考试安排为：

6月 7日 6月 8日 6月 9日

上

午

语文

（9:00-11:30）
历史/物理

（9:00-10:15）

化学

（8:30-9:45）
地理

（11:00-12:15）

下

午

数学

（15:00-17:00）
外语

（15:00-17:00）

思想政治

（14:30-15:45）
生物学

（17:00-18:15）

全国统一高考科目的考试安排以教育部统一公布的安排为

准，如有调整，我省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的考试安排

相应调整。

3．考生报考科类有哪些变化？

2021年考生报考科类由改革前的文史类、理工类、艺术类

和体育类 4个科类，调整为普通类、艺术类和体育类 3个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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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科类按考生的首选科目不同分为历史等科目类和物理等科

目类 2个类别。

4．高考总成绩是如何构成的？

考生高考总成绩由全国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 3 门

科目成绩和考生选择的 3 门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

组成，总分为 750分。

语文、数学、外语 3 门统考科目，每门满分 150分，各科

目均以原始分计入考生总成绩。

3门选择性考试科目，每门满分 100分，其中物理、历史以

原始分计入考生总成绩；其余 4门科目（思想政治、地理、化

学、生物学）以等级分计入考生总成绩。

5．4门再选科目考试成绩的等级分如何转换？

等级分是按统一规则，由原始分进行等级划定后，再由等

级转换而来的分数。

表：具体等级比例和赋分区间

等级 A B C D E

比例 约 15% 约 35% 约 35% 约 13% 约 2%

赋分区间 100～86 85～71 70～56 55～41 40～30

对于某一再选科目，转换时赋分起点为 30分，满分为 100

分。具体转换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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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按照考生原始分从高到低划定 A、B、C、D、E

共五个等级，各等级人数所占比例分别约为 15%、35%、35%、

13%和 2%，从而将考生的原始分转换成了等级。

第二步，将 A至 E五个等级内的考生原始分，依照等比例

转换法则，分别转换到 100～86、85～71、70～56、55～41和

40～30五个分数区间，得到考生的等级分。等级分计算结果按

“四舍五入”进行处理，以整数呈现。

选择考科目成绩当年有效，不予跨省认定。

6．高职高专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如何安排？

高职高专院校分类考试招生主要包括全省统一技能高考和

单独考试。

全省统一技能高考采取技能操作考试为主、文化考试为辅

的招生考试方式。2021年技能高考的专业类别与改革前没有变

化，仍为机械类、电气电子类、计算机类、建筑技术类、旅游

类、农学类、财经类、汽车维修类、学前教育专业、护理专业

等 10个专业类别。文化考试时间与全国统一高考同步进行，具

体时间为 6月 7日上午 9:00-11:30；技能操作考试时间一般在高

考当年 3-4月份举行，具体时间由各主考院校公布。

中职毕业生可通过单独考试进入高职高专院校学习，普通

高中毕业生可以在统一高考前报考省内高职高专院校，其考试

招生办法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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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计划编制和批次

7．2021年招生计划是如何编制的？

2021年起，合并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不分文理科，

按照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分类编制招生计划，其中：普通

类招生计划按照首选科目要求分别编制，艺术类、体育类招生

计划编制不分首选科目。

（1）在鄂招生计划编制采取“院校专业组”模式，各院校

招生计划按选考科目要求分别具体编制到本校各专业组及组内

各专业。在鄂招生的高校可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

院校专业组内可包含一个或多个专业。同一高校院校专业组内

各专业选考科目要求必须相同，选考科目要求不同的专业须分

别设置院校专业组；同一高校选考科目要求相同的专业，可根

据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要求，分设不同的院校专业组。

（2）对考生资格、生源范围及有其他特殊要求的专业应单

独设置院校专业组，如：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预科

班、民族班、西藏班、面向少数民族招生、面向当地招生等。

中外合作办学等专业可参照执行，单独设置院校专业组。

8．2021年招生录取批次是如何设置的？

2021年开始，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分为本科、高职高专

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按类别分

批次进行录取。其中，普通类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

高职高专提前批和高职高专普通批；艺术类分为艺术本科批（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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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本科 A、艺术本科 B）、艺术高职高专批；体育类分为体

育本科批和体育高职高专批。

9．合并本科批次是基于什么考虑？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

〔2014〕35号）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

批次”。合并本科批次，体现了国家改革的总体方向，能够更

好满足考生、高校及社会的发展需要。从考生的角度考虑，进

一步增加考生选择范围，引导考生结合个人志向、学科兴趣、

个性特长，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促进考生成才成

长。从高校的角度考虑，有利于高校更好发挥办学主体作用，

引导高校注重内涵发展，专注特色学科和特色专业建设，提升

办学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从社会的角度考虑，有利于扭转简单

用录取批次评价不同类型高校的片面导向，有利于促进高校毕

业生平等就业，推动高等教育公平发展。

三、关于划线办法

10．各批次如何划线？

省招委会根据高校在我省安排的招生计划数、生源情况、

考生成绩等因素，分科类和相应类别，综合考虑确定各批次录

取控制分数线。

（1）普通类。根据考生成绩，依首选科目，按招生计划的

一定比例分别划定本科和高职高专录取控制分数线；同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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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普通类本科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依首选科目分别划定本

科特殊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供高校专项计划、高水平艺术团

等招生类别及其他有相应文化要求的特殊院校（专业）招生录

取参考。

（2）艺术类、体育类不分首选科目，按招生类别计划数和

生源情况，依一定比例分别划定本科、高职高专文化和专业录

取控制分数线。

（3）经教育部批准可自主划定高考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

线的高校，录取控制分数线由高校自行确定。民航飞行技术专

业的分数线参照教育部、中国民用航空局有关规定执行。

四、关于志愿设置和填报

11．志愿填报如何安排？

集中填报志愿分两次进行。其中：本专科提前批、本科普

通批和艺术本专科批、体育本专科批均安排在第 1 次集中填报

志愿，高职高专普通批安排在第 2次集中填报志愿。本专科提

前批、艺术本专科批、体育本专科批、高职高专普通批各安排 1

次征集志愿，本科普通批安排不超过 2次征集志愿。志愿填报

和征集志愿时间另行公布。

12．2021年志愿填报有哪些主要变化？

（1）院校志愿变成了院校专业组志愿。改革前，以“院校”

为志愿填报单位，1所院校即为 1个志愿，在院校内选择专业志

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改革后，以“院校专业组”为志愿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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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单位，1个院校专业组即为 1个志愿，在“院校专业组”内选

择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

（2）增加了平行志愿数量。改革前，各批次平行志愿设置

6-9个院校志愿。改革后，为适应高校招生专业对选考科目的要

求，考虑到我省多年来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等实行混

合填报、同批录取的实际，经测算，本科普通批设置 45个院校

专业组平行志愿，其他批次设置 20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

（3）增加了选考科目要求。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应按照院

校专业组对应的选考科目要求填报。

13．如何理解院校专业组？

“院校专业组”是高校招生专业的组合，是考生填报志愿

和投档录取的基本单位。每所高校可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

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可包含一个或多个专业，同一高校院校专

业组内各专业选考科目必须相同，选考科目要求不同的专业分

别设置院校专业组；艺术类按艺术专业招生类别设置院校专业

组；实行梯度志愿的院校（专业)，一所高校的所有专业即为一

个院校专业组。考生填报志愿时要完整理解院校专业组的含义，

准确把握高校各院校专业组的选科要求，选考科目要与高校的

选考科目要求相符。

例：“A 大学专业组 4”选考科目要求为首选科目物理、再

选科目不限，包括通信工程等若干专业；“A 大学专业组 5”选

考科目要求为首选科目物理、再选科目化学或生物，包括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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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等若干专业。如考生拟报考 A 大学通信工程和临床医学 2

个专业，应符合以上 2 个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填报 “A 大学

专业组 4”和“A 大学专业组 5”两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并分别

在两个院校专业组中填报通信工程、临床医学专业志愿。

14．艺术类、体育类院校专业组是如何构成的？

艺术类、体育类不分首选科目设置院校专业组。其中：

艺术类平行志愿院校专业组，按艺术专业招生类别，即：

美术学类、设计学类、音乐学类、舞蹈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

（表演）、戏剧与影视学类（广播电视编导）、戏剧与影视学类

（播音与主持艺术）和戏剧与影视学类（服装表演）等，分别

设置不同院校专业组。

艺术类梯度志愿，同一院校的所有专业设置为 1个院校专

业组。

15．各类各批次具体可填报多少个志愿？

（1）普通类

本科普通批平行志愿设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本科提前批、

高职高专提前批、高职高专普通批平行志愿各设 20个院校专业

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内可以选报不超过 6 个专业及是

否服从专业调剂。

本科提前批安排 1个单设志愿栏，用于填报军队招飞、综

合评价招生等志愿，考生可填报 1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和不超过 6

个专业志愿及是否服从专业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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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普通批安排 1个单设志愿栏，用于填报高校专项计划、

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等志愿，经考试（考核）合格并

经公示合格的入围考生可填报 1 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和不超过 6

个专业志愿及是否服从专业调剂。

（2）艺术类

艺术本科 A设平行志愿模块和梯度志愿模块，平行志愿模

块用于填报使用省艺术专业统考成绩和高考文化成绩录取的院

校专业组志愿，院校专业组按艺术专业招生类别设置；其他安

排在梯度志愿录取。考生填报艺术本科 A志愿时，根据自己的

考试成绩和升学意愿，在平行志愿模块和梯度志愿模块之间选

择一个志愿模块填报。艺术本科 A中的平行志愿模块和梯度志

愿模块不能同时填报。

在艺术本科 A平行志愿模块和艺术本科 B、艺术高职高专

批中，考生可分别填报不超过 2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

专业组志愿内可以选报不超过 6个专业及是否服从专业调剂；

艺术本科 A梯度志愿模块设置 3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同一院校

所有校考专业安排一个院校专业组。

（3）体育类

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批平行志愿考生可分别填报不

超过 2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内可以选报不

超过 6个专业及是否服从专业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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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本科批安排 1个单设志愿栏，用于填报武汉体育学院

的“武体特优”院校专业组志愿。

16．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可以兼报普通类专业吗？

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可以按文化成绩，依据选考科目要求

兼报普通类专业。

17．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等院校专业组志愿如何

混合填报？

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等设置的院校专业组，安排

在院校所在批次志愿栏内混合填报，按填报志愿顺序，依次检

索投档。

例如，普通类考生甲同学，高考文化成绩达到了本科普通

批录取控制分数线要求，同时具备填报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

项计划的资格。甲同学填报本科普通批志愿时，有如下选择填

报志愿的方式：

一是可先填报 A 大学的国家专项计划志愿，再填报 A 大学

的地方专项计划志愿，并且还可以继续填报 A 大学的非专项计

划志愿。

二是可先填报 A 大学的国家专项计划志愿，再填报 B 大学

的地方专项计划志愿，并且还可以继续填报 A 大学的非专项计

划志愿。

三是考生还可以单独只填报国家专项计划志愿或地方专项

计划志愿、非专项计划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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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具备专项计划等资格的考生把专项计划志愿和非专项

计划志愿混合填报，增加录取机会。同时考生一定要重视专项

计划专业志愿和其他计划专业志愿的填报顺序，排序的不同将

影响投档结果。

18．志愿填报时，考生选考科目应如何对应高校选考科目

要求？

高校依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目标，对各个专业提出选考科目要求，考生须

对应高校招生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准确报考。

（1）保持首选科目一致。比如，首选科目要求为历史的专

业，只有首选科目为历史的考生才能填报；首选科目要求为物

理的专业，只有首选科目为物理的考生才能填报。

（2）再选科目要求。高校对再选科目的要求分为四种：①

不提再选科目要求的，符合首选科目要求的考生均可填报；②

提出 1 门再选科目要求的，考生必须选考该科目方可填报，如

某院校专业组要求选考科目为化学，符合首选科目要求且选考

化学的考生才能填报；③提出 2门再选科目要求且均须选考的，

考生须同时选考这 2 门科目方可填报，如某院校专业组要求选

考科目为化学和生物，符合首选科目要求且同时选考化学和生

物科目的考生才能填报；④提出 2门再选科目要求且只需选考其

中 1门的，考生选考该 2 门科目中的任意 1门即可填报，如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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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专业组要求选考科目为化学或生物，符合首选科目要求且

只要选考科目中有化学或生物科目的考生即可填报。

五、关于投档录取

19．2021年投档录取方式有哪些变化？

与改革前相比，主要变化为：考生档案由投档到院校调整

为投档到院校专业组；考生选择了服从专业调剂，高校只能在

投档的这个院校专业组内进行调剂，不能调剂到其他院校专业

组。

具体投档录取方式是：

（1）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高职高专提前批、高职高

专普通批实行平行志愿，根据考生文化成绩（高考总成绩与政

策性加分之和）、志愿顺序，按照院校专业组计划数 1:1的比例，

从高分到低分投档，由高校负责录取。

（2）艺术本科 A中的梯度志愿，投档时将达到文化录取控

制分数线且专业合格的第一志愿考生档案全部投给高校，由高

校按向社会公布的录取规则录取。第一志愿生源不足的再投第

二志愿，第二志愿不足的投第三志愿。凡报考省统考专业涵盖

的校考考生，必须参加全省专业统考，且达到全省统一划定的

专业本科合格线。

（3）艺术本科 A 中的平行志愿、艺术本科 B 和艺术高职

高专批，在考生文化成绩和专业统考成绩均达到相应批次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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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分数线的基础上，依投档成绩和平行志愿投档规则从高分

到低分投档，由高校负责录取，投档比例 1:1。

（4）体育本科批和高职高专体育批，在考生文化成绩和体

育素质测试成绩均达到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基础上，依投档成绩

和平行志愿投档规则从高分到低分投档，由高校负责录取，投

档比例 1:1。

各类别批次已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续录取。

20．如何理解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规则？

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是以院校专业组为基本投档单

位，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的规

则进行投档和录取，未完成的计划或院校退出的计划差额公开

征集志愿。平行志愿投档时，按考生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依次投档。当遇到多名考生成绩相同时，按照同分投档排

序规则排序。

例如：某考生参加投档时，计算机按照该考生填报的院校

专业组志愿顺序检索，当检索到该考生填报的某个院校专业组

有计划余额且符合投档条件，考生档案即投到该院校专业组。

已经投档的考生不再检索后续院校专业组志愿。如果考生档案

投档到某院校专业组后因故退档的，不能补投该考生的后续院

校专业组志愿，只能参加征集志愿或后续批次录取。

21．平行志愿投档成绩是如何构成的？

（1）普通类投档成绩为：考生文化成绩（高考总成绩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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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性加分之和）。

（2）艺术类投档成绩构成：

美术学类、设计学类、音乐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表演）

为：考生文化成绩的 40%与专业统考成绩的 60%之和乘以 2。

戏剧与影视学类（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为：

考生文化成绩与专业统考成绩之和。

舞蹈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服装表演）为：专业统考成

绩。

（3）体育类投档成绩构成：考生文化成绩的 50%与体育素

质测试成绩的 75%之和。

22．平行志愿投档时，考生投档成绩相同的，如何排序？

（1）普通类实行平行志愿的院校专业组，考生投档成绩相

同时，依次按语文数学两科之和、语文或数学单科最高成绩、

外语单科成绩、首选科目单科成绩、再选科目单科最高成绩、

再选科目单科次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投档；如仍相同，比较考

生志愿顺序，顺序在前者优先投档，志愿顺序相同则全部投档。

例：普通类考生甲同学和乙同学，首选科目均为物理，高

考文化总成绩均为 609 分，其中甲同学语文 110 分，数学 120

分，乙同学语文 111分，数学 119分。两位同学高考文化成绩

相同，计算机检索两位同学第一位序语文与数学成绩之和相同，

第二位序比较语文或数学成绩的单科最高分，甲同学的语文和

数学中的单科最高分 120，乙同学的语文和数学中的单科最高分



- 16 -

119。甲同学的语数单科最高分比乙同学高。因此，甲同学排序

在乙同学之前，比乙同学先投档。

（2）艺术类、体育类实行平行志愿的院校专业组，考生投

档成绩相同时，依次按考生文化成绩、语文数学两科之和、语

文或数学单科最高成绩、外语单科成绩、首选科目单科成绩、

再选科目单科最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投档；如仍相同，比较考

生志愿顺序，顺序在前者优先投档，志愿顺序相同则全部投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