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昌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平教科体〔2018〕195 号

平昌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关于 2018 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期末教学质量

监测的通知

各中小学、片区教育督导站：

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要求，县教育科技体育

局（以下简称“县教科体局”）决定对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各年级

进行期末教学质量监测。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监测对象

2018～2019 学年度一至九年级在校学生。

二、监测内容

（一）监测及考查科目。期末教学质量监测科目为：一至二

年级语文、数学；三至五年级语文、数学、英语、综合科（道德

与法治或品德与社会占 40%、科学占 60%）; 六年级：语文、数

学、综合科（品德与社会占 20%、科学占 40%、英语占 40%）；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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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八年

级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物理、生物; 九

年级：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历史、物理、化学。考

查科目为：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

与学校课程。考查科目由学校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前组织实施，

其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二）完卷时间及分值

三、命题与制卷

县教育学会根据《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内容，

各科按易、中难度、较难题比例约为 8:1:1 的要求命题、制卷。

学段 科 目 完卷时间 分 值 备 注

小学

1-2 年级语文、数学 60 分钟 100 分

3-5 年级语文、数学 90 分钟 100 分

3-5 年级英语 60 分钟 100 分

3-5 年级综合科 60 分钟 100 分
道德与法治(品德
与社会)40%、科学
60%

6 年级语文、数学 90 分钟 100 分

6 年级综合科 60 分钟 100 分
品德与社会 20%、科
学 40%、英语 40%

初中

7-9 年级语文、数学、
英语

120 分钟 150 分

7-9 年级道德与法治、
历史综合

120 分钟 200 分
道德与法治 50%、历
史 50%

8 年级物理 90 分钟 100 分

7-8 年级地理生物综合 120 分钟 200 分 地理 50%、生物 50%

9 年级物理化学综合 120 分钟 200 分 物理50% 、化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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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至九年级在印制试题时，要按县教科体局《关于质量监测实行

网上评卷的通知》（平教科体〔2018〕84 号）要求，试题分科集

中印刷，题目作答印制专门的答题卡。

四、监测时间
学

段

日

期
1月 16 日 1 月 17 日 1 月 18 日

小

学

上

午

09:00—10:00

语文(1～2 年级)

08:30—10:00

语文(3～4 年级)

08:30—10:00

语文(5～6 年级)

10:30—11:30

数学(1～2 年级)

10:30—12:00

数学(3～4 年级)

10:30—12:00

数学(5～6 年级)

下

午

/
14:00—15:00

综合科(3～4 年级)

14:00—15:00

综合科(5～6 年级)

/
15:30—16:30

英语(3～4 年级)

15:30—16:30

英语(5 年级）

初

中

上

午
08:30-10:30

语文(7～9 年级)
08:30-10:30

数学(7～9 年级)
08:30-10:30

英语(7～9 年级)

下

午

14:00—16:00

地理·生物（7～8年级）

物理·化学（9年级）

14:00—16:00
道德与法治·历史

(7～9 年级) /

16:30—18:00
物理（8年级）

五、监测室设置与监考

监测室原则上在本校设置，每监测室座位按 40 人设置（横

五竖八）。实行网上评卷的年级要按“云校好分数评卷学业诊断

及大数据考试分析系统”（见平教科体〔2016〕234 号）的流程

做好监测的前期准备，编好准考证号。准考证号由 9 位数字组成:

从左至右，第一、二位数字为片区代号，第三、四位为学校代号，

第五位为年级代号，第六、七位为考场号，第八、九位为本校学

生座位号。片区、学校代码（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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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在 2019 年 1 月 15 日召开考务工作人员培训会，布置好

监测室（七至九年级要准备 mp3 格式的英语听力播放设备）。各

监测点每监测室原则上安排两名监测员，监测员务必交叉监考，

村校学生原则上不集中中心校统一监测。

六、评卷、统分与分析

各校要认真组织评卷、统分、试卷分析，教导（务）处要做

好评卷人员抽调、数据收集、质量分析等全过程工作。实行网上

评卷的年级，于 2019 年 1 月 19 日前完成监测答题卡扫描工作，

然后组织评卷、统分、分析。网上评卷技术咨询联系电话：周锋

18180511611，4006168079，4006151101。

各校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前把质量分析表（见附件 3、4）

电子档报县教研室，小学发至邮箱：pckangyuhua@163.com，初

中发至邮箱：pclixiaohong@163.com，联系人康玉华、李晓虹，

联系电话 0827-6222533。对质量分析学科统计不全、不及时上

报的学校，年度综合目标考核扣 1 分。

七、工作要求

1.期末教学质量监测工作涉及面广、要求高，各校要加强组

织领导，着力提高监测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强化监督检查，确保

监测工作有序开展。

2.校长为监测期间学校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各校要制定监测

工作安全预案，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安全教育管理，采取有

效措施，杜绝安全事故。

mailto:到县教研室。小学报送康玉华老师邮箱：497866036@qq.com
mailto:初中发至李晓虹老师邮箱498373710@qq.com
mailto:初中发至李晓虹老师邮箱49837371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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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校于 2019 年 1 月 13 日在县教育学会（教育大厦四楼）

领取监测试卷，并带好 U 盘拷贝初中英语听力材料（U 盘要预先

删除其它无关的材料）。做好监测试卷保密工作，遵守监测时间，

严肃监测纪律，确保监测工作万无一失。

4.要做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实行“等级加评语”的评

价方式，采取“A、B、C、D”分级评价，多用鼓励性评语，激励

学生成长。不得按监测成绩排名次，不得将监测成绩作为评价学

生的唯一依据。

5.县教科体局将对质量监测工作进行巡视监督。对组织不力

的学校年度综合目标考核扣 1 分，对在监测中违规违纪的人员，

将严追责任。

附件：1.平昌县教学质量监测网上评卷年级监测细则

2.片区、学校监测号代号

3.2018 年秋期末质量监测学科试卷分析表·小学

4.2018 年秋期末质量监测学科试卷分析表·初中

平昌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平昌县教育科技体育局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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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平昌县教学质量监测网上评卷年级监测细则

（其他年级参照执行）

1.严格按照文件上的监测时间执行，不得提前和延后，否则

追究校长及相关人员责任。

2.监测员全面负责本监测室监测，严格执行监测实施程序，

监测号竖排“S”形编排测试生座次，均匀分布考桌。如实记录

监测情况，保证监测正常进行。

3.监测前 30 分钟监测员甲、乙共同向主考（副主考）领取

当堂测试科目的试题、答题卡共二袋。检查试题卷袋、答题卡袋，

是否有破损，核对试题袋、答题卡袋上标明的科目与本场是否相

同，核对无误后直达监测室。

4.监测前 20 分钟监测员组织测试生进入监测室，核对测试

生《准考证》、《学籍卡》，指导测试生对号入座，并将《准考

证》、《学籍卡》放在课桌上的监测号旁。监测员甲向测试生宣

读《测试规则》。

4.监测前 15 分钟，监测员甲向全体测试生展示答题卡袋，

庚即分发答题卡。指导测试生在答题卡规定区域填写姓名、考场

和座号；指导测试生在答题卡“练习区”练习填涂，练习结束后

指导测试生在“准考证号填涂区”填涂准考证号。监测员乙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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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测试生填写的姓名、考场和座号和填涂的准考证号是否正

确，发现错误立即改正。缺考测试生由监测老师填写、填涂。

5.监测前 10 分钟监测员甲当面验封，开启试卷袋，清点试

卷的张数页码，检查试卷有无破损和试题有无漏印、字迹不清。

监测员甲板书本堂监测科目、试题卷和答题卡的张数、页数。

若有“更正通知”，板书在黑板上。

6.监测前 5 分钟监测员甲分发试题卷，监测员乙随即分发草

稿纸；试题卷分发完毕，监测员甲提醒测试生在每张试题卷上写

上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监测员乙逐一检查。监测信号发出前，

测试生不得作答；测试信号发出后，监测员甲宣布开始答卷。

7.认真履行监考职责，严格遵守监考纪律。不得将各种通讯

工具（如手机及其它无线电接收、传输设备）和上网工具带入监

测室，不擅离职守，不吸烟，不打瞌睡，不阅读书报，不聊天，

不抄题做题念题或解释试题，不提示（暗示）测试生答题，不在

监测室内频繁走动，不无故在测试生旁边逗留，不检查测试生答

题情况，不影响测试生作答，不做与监考工作无关的事情；不得

擅自提前和拖延监测时间，不得私自把试卷带出或传出监测室。

8.监测员工作时应集中精力，严肃认真，忠于职守，做好本

监测室的监督、检查工作。监考时，既要严肃认真地维护监测纪

律，又要态度和蔼。当测试生对试卷页码有疑问或试题文字印刷

不清举手询问时，应走近核对后当众答复；对发生疾病的测试生，

应通知监测室外工作人员陪同前往治疗；对确需上厕所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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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应通知监测室外工作人员陪同前往。要确保收齐本监测室全

部测试生（含缺考测试生）的试卷，若发现测试生带走试卷，必

须立即向主任（副主任）报告，及时追回。

9.监测场副主任负责考场内外的沟通和联系。督促检查监测

员板书本堂监测的科目、试卷的张数、页数；陪同上厕所测试生

上厕所（原则上不允测试生上厕所）；制止与监测无关的人员进

入楼层和监测室；负责督促监测员在监测期间将监测室前后门打

开，并一前一后监考；发生突发事件时，与场内监测员一起做好

应急处置工作。

10.监测开始 15 分钟后，迟到测试生不得进入监测室；一律

不准提前交卷。

11.测试生答卷，务必与网上阅卷要求一致，否则后果自负。

12.测试生应独立思考，独立完成答卷。如对试题有疑难时，

不得向监测员询问。但在不涉及试题内容，如遇试题字迹模糊、

试卷分发错误等异常情况时，可举手，等监测员走近后询问。

13.测试生若生病不能坚持监测，需举手示意，经监测员同

意并报监测场主任审定后，方可离开监测室。

14.测试生必须严格遵守监测纪律“五不准”：不准夹带，

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盼，不准向其他学生作暗示，不准偷看、抄

袭他人答卷或有意将自己的答卷让他人抄袭，不准接传答案或交

换答案。违者,本堂监测成绩记“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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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监测指令发出后，测试生开始作答。监测终了信号发出

后，测试生应立即停笔，将试题卷、答题卡整理好，放在桌上，

经监测员逐一检查后退出监测室。不准将试题卷、答题卡和草稿

纸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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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片区学校监测号代号

片区
片区
代号

学校
学校
代号

片区
片区
代号

学校
学校
代号

同州 01

平昌中学 01

兰草 06

驷马小学 03
平昌二中 02 澌岸小学 04
平昌三中 03 雷山小学 05
实验小学 04 粉壁小学 06
江口二小 05 高升小学 07
江口三小 06 坦溪小学 08
江口四小 07 青云小学 09
进修校附小 08

云台 07

云台中学 01
信义小学 09 云台小学 02
江口六小 10 板庙小学 03
博雅中学 11 石垭初中 04
绵实外国语 12 石垭小学 05
西大三实 13 邱家初中 06

江口镇 02

思源实验校 01 邱家小学 07
华严小学 02 青凤小学 08
荔枝小学 03 鹿鸣小学 09
星光实验校 04 澌滩小学 10
元石小学 05

元得 08

得胜中学 01
长垭小学 06 得胜小学 02
尖山小学 07 五木小学 03

白衣 03

金山中学 01 元山中学 04
白衣小学 02 元山小学 05
岳家小学 03 土兴小学 06
蹬子小学 04 灵山小学 07
涵水小学 05 张公小学 08

西兴 04

西兴职中 01 风凉小学 09
西兴小学 02 双鹿小学 10
龙岗初中 03

笔山 09

笔山职中 01
龙岗小学 04 笔山小学 02
土垭小学 05 泥龙初中 03
佛楼小学 06 泥龙小学 04
高峰小学 07 岩口小学 05
宝坪小学 08 马鞍小学 06

响滩 05

响滩中学 01 千秋小学 07
响滩小学 02 凤凰小学 08
元沱小学 03

镇龙 10

镇龙中学 01
六门小学 04 镇龙小学 02
南风小学 05 望京小学 03
大寨小学 06 喜神小学 04
福申小学 07 民兴小学 05
金龙小学 08 小天鹅育才校 06
黑水小学 09 界牌小学 07

兰草 06 驷马中学 01
兰草小学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