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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考考试成绩及具体折算方式
1.语文、数学、英语的计分
语文、数学、英语按卷面原始分记入总分，每科满分为150

分               -----三科满分共450分

2.物理、化学的换算分
物理按卷面原始分的90%记入总分，满分为90分；
化学按卷面原始分的60%记入总分，满分为60分。
                       -----两科满分共150分

3.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体育与健康的换算分
 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按卷面原始分的20%记入总

分，每科满分为20分；
 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按一定比例折算记入总分，
满分为20分。    -----五科满分共100分



4.招生录取总分的组成
    
    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与健康、
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10 门科目的考试成绩，按原始分数、折算分数
方式计入中招录取总分。

  2020年中招录取文考总分为700分。

  招生的录取总分由
       “文考总分”和“照顾分”相加组成。



二.投档等级要求
  1.第一批次学校招生（含定向生）投档等级要求：
    综合素质等级评定为良以上(含良)，学校考查科目
合格，道德与法治、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
体育成绩至少有5科达到B级（含B级）以上，允许2科为
C级（即“5B2C”）。
  2.第二批次学校招生投档等级要求：
    综合素质等级评定为合格以上（含合格），学校考
查科目合格，其他学科等级不做要求。

 三、省二级以上（含二级）公办达标高中不招收往
届生，其他普通高中可以招收本县域内初中学校毕业
的往届生。



三.录取批次:  普通高中招生分批次进行

● 提前批次

● 普通高中

● 职业院校

第 一 批

第 二 批



●  提前批次
1.五年制高职(师范类)
2.普通高中自主招生
（1）宁德市民族中学在我区的招生
（2）其它类
（3）体艺类

参加自主招生，符
合条件的考生必顶
在相应志愿栏内

（其他类、体艺类）
填报所选的学校

宁德一中

宁德一中

宁德市高级中学

宁德五中

宁德一中宁德五中

宁德一中“圆梦班”
宁德市高级中学“自主招生”
霞浦宏翔高中

宁德市高级中学

宁德市高级中学



   有宁德一中、宁德市高级中学、宁德五中、霞浦
宏翔高中（面向蕉城区招生部分）、北大培文（宏志
生）、宁德实验学校（宏志生）。    

●  第一批次学校



 四、高级中学2020年秋季高一招生计划：

   2020年秋季招生600人（12个班）---在第一批次录取。
    1、面向蕉城区（含东侨开发区）普通统招生540人
      （第一批次录取）。
    2、面向全市自主招生60人（提前批次录取）
    （1）其他类自主招生(普通生)：共44人，其中面向蕉
         城区招收38人，外县（市）招收6人。
    （2）体育类自主招生：共16人，其中面向蕉城区招收
         12人(田径2人、篮球4人、足球6人)，外县(市)
         招收4人(特长专项可为田径、篮球、足球)。
     若自主招生名额未满，可将剩余指标纳入蕉城区统
  招生计划。



五、录取办法

    按第一批次录取学校招生计划数（扣除自主招生
数后）的1∶1.02划定“录取总分”控制线。
    在“录取总分”控制线上的考生中，依据学生志
愿顺序（“志愿优先”原则），按“录取总分”从高
到低依次录取。

（一）统招生的录取：在“第一批次”录取：



几点
说明

★  1：1.02划定“录取总分”控制线有什么作用？
对录取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1）这“控制线”为“第一批次学校”最低
录取控制线，也就是平时所说的“高分保护线”，要
上“第一批次”学校就必须在这“控制线”之上。



★  1：1.02划定“录取总分”控制线
有什么作用？对录取将产生什么好处？

   （3）好处是：“控制线”以上的学生“第一志愿”报考
“六所学校”中的任一所，都有可能考生数不足，就可能造成
该所学校“第一志愿”收不满。就得向“第二志愿”及以下志
愿录取。最大程度保障了高分就学的需求。

  答：（2）今年批次最低录取控制线比例由去年的1：1.05 
降到今年的1：1.02计算，控制线上人数减少了（假设第一
批次学校招生数有2000人，那么今年上线人数就较去年减少
约60人）。因此，控制线上的考生，只要有填足志愿，录取
机率就很高。
   此人数包括宁一中的定向生（375人）

几点
说明



几点
说明

  ★  如何理解：依据学生志愿顺序按“录取
总分”从高到低依次录取？报考“宁德市高级
中学”录取顺序如何？

    答：按“志愿顺序”录取，就是“志愿优选”原则，也就
是在宁德一中、宁德市高级中学、宁德五中、霞浦宏翔高中、
北大培文、宁德实验学校六所学校中由学生自主选择，按自已
意愿顺序，分别填入第一、二、三、四、五志愿栏内，哪所学
校填在“第一志愿”就由哪所学校优先录取。
    
    高级中学的录取顺序为：按考生填报的志愿顺序进行录取，
从“第一志愿”开始在上线的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录取；若第
一志愿未录满，再从“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录取，依此
类推；若第一志愿已录满，则不再录取。



         
★  要报
考“宁德
市高级中
学”志愿
应怎么填？

 答：在“志愿填报表”普通高中“第一批次”填报“宁德市高级

中学”代码：7300。（如图）

宁德市高级中学

几点
说明

7300

●  填报“第一志愿”中
考成绩在“录取线”上的

学生直接录取 

宁德市高级中学 7300

宁德市高级中学

   ●  若在“第二志愿”
填报，则要在“第一志愿”
没招满情况下才向“第二
志愿”及以下志愿录取

7300



几点
说明

  ★ 要报考“宁德市高级中学”有什
么建议？

       答  (1)近两年宁德市高级中学高考质量大幅提升，
学生成绩进步显著，2019年取得蕉城区高考第一名的喜人成
绩。建议优秀学生能“第一志愿”填报“宁德市高级中学”。
                 ▲2019届李承志以647分蕉城区第一名的成绩，
被南开大学录取。

    ▲2019年高考：本一100人（不含
特长生）；本科470人（2019年高考，
蕉城区3所一二级达标校本一上线人
数520人较上年度减少39人的情况下，
我校逆势增加了28人，2016年中招录
取时我校居蕉城区前520名的学生只
有46人，2019年本一上线人数达100
人。是入学时的2.2倍



    ▲  2019届文史、理工类被985、211院校录取的有22人，
艺术类有3人（其中1人被“国美”录取），这25名同学高一
入学时成绩排名只排在蕉城区800-1400名之间

     ▲ 2020届省质检：在全市43所学校中总排名：理科第9
名，文科第8名。

 前30
名

前40
名

前50
名

前100
名

前200
名

前300
名

前400
名

前500
名

高一入学       1 40
省质检

（理科） 1 1 1 6 14 27 47 77

宁德市高级中学2020届高三省质检学生成绩跟踪情况（蕉城区前N名分布）



   (3)蕉城区700名以内考生在“第一志愿”填报，进入“实验
班”的可能性很大。
  （4）蕉城区600-900名之间的考生，为了能顺利进入“高级
中学”要在“第一志愿”填报，会更加稳妥。若在“第二志愿”
填报，一旦“第一志愿”收满，就有可能无法被高级中学录取；
若“第一志愿”未收满，向“第二志愿”招收时，是依分数高
低择优录取，录取还存在不确定性。

   (2)由于今年中招政策发生变化，按第一批次录取学校招
生计划数（扣除自主招生数后）的1∶1.02划定“录取总分”
控制线，是由去年的1：1.05降为今年的1：1.02，可能导致
“第一批次”各校“第一志愿”招生不满，将要向“第二、
三志愿录取。建议“第一志愿”没填报“宁德市高级中学”
的学生，在“第二、三志愿”填报“宁德市高级中学，增加
录取机会。



（二）自主招生的录取：在“提前批次”录取：
    1、报名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在填报“志愿表”时
必须在“提前批次”---“其他类”或“体育类”相应的栏内
填报“宁德市高级中学”，代码7300。（如下图）

宁德市高级中学 7300

宁德市高级中学 7300

●  “其他类”
考生填此处 

宁德市高级中学

宁德市高级中学

 ●  “体育类”考
生填此处，按自愿

优先原则录取 

7300

7300



2、录取条件：
  

  （1）“其他类”：参加自主招生“ 综合能力测试”
成绩在260分（含）以上，蕉城区前38名，外县前6名
的考生，且中考成绩投档分在530分以上（含530分）。

  （2）“体育类”：
    A、优先确认的资格生（免试生、蕉城区专项测
试成绩60分及以上、外县专项测试成绩80分及以上，
按计划数1：2确认的考生）专项测试成绩从高到低依
次录取。



注：自主招生具体细节见 

   “宁德市高级中学2020年自主招生方案
             （宁教中[2020]12号）

     B、蕉城区（含东侨开发区）考生投档分应达
蕉城区普高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上40分（含40分），
外县（市）考生投档分应不低于所在地普高最低录
取控制分数线。但“国家二级运动员”投档分为普
高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下50分，“国家一级运动员”
投档分为普高最低录取分数线下70分。



    另：各公办学校在各自批次投档，招生未满额的，
“录取总分”控制线逐次下调10分，按“普通高中招
生录取办法”依次录取，但不得低于当地普高最低控
制线。

3.职业院校填报志愿要求：
（1）每个考生应填报中等职业学校3个及以上志愿；
（2）指导考生认真填报五年制高职院校志愿3个。



三、答考生问

★问：贵校今年高一年班级如何设立？
  答：设立2个“实验班”共100人，其他学生均衡分班，相同
配置。
   （自主招生录取我校的考生，在所录取的600名考生中位列
前200名的直接编入实验班；统招生按中考成绩由高到低编入
实验班，编满为止）      

★问：贵校有无晚自修？如何组织安排？
  答：按上级规定组织学生晚自修；每周从周日-周五均安排
晚自修，每班都安排有老师下班辅导。



 问：学校教室的配置如何,有否多媒体、空调等？

   答：教室宽敞明亮，设施设备齐全，配有“86寸
高清希沃一体机”、“实物展示台”、“中央空调”、
全新的“单人单桌“课桌椅、“电子班牌”、“千兆
校园网络”全覆盖等，满足现代教学需求。



★问：学校膳宿条件如何？学生是否可以住校？ 
  答：①学校食堂餐厅宽敞明亮，可同时容纳800人就餐。
      ②男、女生公寓内部设施完善，每个房间都有独立卫
        生间、独立淋浴室、盥洗区 。全校共有1008个床位。
      ③男、女生公寓内每层楼配有开水供应，满足学生饮水
        需求。配备全天候热水系统，满足洗浴热水供应。
      ④学校鼓励学生住校。

★问：贵校助学情况如何？
  答：学校依照宁德市学生资助政策，通过多渠道筹资，对
学生爱心助学，每年平均筹发各类助学金50多万元，用于补
助家庭困难学生。



★问：学校是否有组织学生参加学科竞赛活动？
  答：学校出台学科竞赛奖励方案，激励优秀教师担任指导教
师，引领教师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学科竞赛活动，并对获奖师
生给以奖励。

★问：学校是否有组织毕业班学生参加教育部的“强基计划”、
“农村专项”招生考试活动？
   答：学校有计划地认真组织毕业班优秀学生参加“强基计
划”、“农村专项” 自主招生考试活动。多年来有多位优秀
学生参加985、211高校自主招生考试，也有多位被相关院校录
取。



    今年中招志愿填报采取网上填报方
式进行，填报中应注意以下同点：

  一、填报时间
    7月9日8：00—7月11日23：59 为考生网上统一
填报志愿时间。各县区、各初中学校要安排好时间节
点内的工作。志愿填报系统自动关闭后，不再进行补
报。

二、填报方式
考生在规定时限内，通过宁德市高中阶段招生信

息平台（http://27.150.186.163:9001/，以下简称
“招生信息平台”）进行考生志愿信息填报。



三、填报流程
1.志愿填报
一是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招生信息

平台”填报考生志愿信息。登录的账号是中
考考生号、密码是出生年月日。如下图（图1）

图1



  二是考生输入“考生号”和“出生年月日”信
息，点击“登录”按钮。首次登录系统将强制要求
修改密码，默认进入“修改密码”界面，请按图例
规则更改密码。如下图（图2）

图2



  三是在导航中点击“80志愿管理”，展开“考
生填报”并点击，出现“考生填报”界面。首先考
生要对自己的个人信息和成绩信息逐一核对，其次
拖动右侧滑条，进行志愿填报。如下图（图3）

（图3）



  四是为了方便考生填报志愿，系统已经按招生
区域和批次，在对应的志愿框中设置招生学校可选项，
考生只需点击后选择即可；如果要更改报考学校，请
再次点击要更改的志愿框，选择自己心仪的学校，或
直接选择“清空本志愿院校数据”，如有异议咨询报
名学校。如下图（图4）

（图4）



五是考生按志愿栏设置依次选择志愿学校名称，
并检查无误后，点击“提交志愿”按钮。如下图
（图5）

（图5）



2.志愿修改
  对于提交的志愿信息，在报志愿的规定的时间内，

考生可重复登录“招生信息平台”进行修改，并再次
点击“提交志愿”按钮确认。对于提交确认的志愿信
息，逾期考生不能再进行任何改动。



四、志愿表留存
 所有填报志愿的考生在网上志愿填报确认后，填

报志愿时间结束由学校打印志愿信息确认表，并经考
生和考生家长确认签字后，由学校收集汇总报属地县
（市、区）中招办留档备查。

五、网上填报志愿注意事项
●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否则视为自动放

弃。
●考生首次登录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必须更改初始密

码，并牢记自己更改后的密码，如忘记密码，考生须
及时向报名学校（单位）报告，申请重置密码。



  ●考生确认提交后的志愿信息表由报名学校
（单位）统一打印，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认真核对志
愿表上的各项信息，要注意认真核对志愿表上的各项
信息，确认无误后由本人及家长(监护人)共同签字确
认，并上交报名学校（单位）。考生不上交志愿信息
表、不履行签字手续或签字手续不完整的，志愿信息
无效。

●考生在填报或修改志愿完成后，须点击“提交志
愿”按钮，保存填报或修改的志愿信息。在填报志愿
的规定时间内，考生可重复上网修改。



宁德市高级中学2020年招生及志愿填报指导



  欢迎广大考生报考

      “宁德市高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