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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辽宁省高中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辽   宁   省   教    育   厅 
辽 宁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辽招考委字〔2020〕 8 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 
体育专业招生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市招考委、卫生健康委，有关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教育部有关

规定和我省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为切实做好 2020 年

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招生工作，结合我省实际，制定《辽

宁省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招生工作实施办法》。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辽宁省高中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辽宁省高中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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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 

招生工作实施办法 
 

 

一、报名 

考生报名按《关于 2020 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

一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辽招考委字〔2019〕29号）执行。 

考生报名时须填报本人参加体育专业的专项考试项目，

考生信息确认后不得改动。 

二、考试 

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招生须进行专业考试和文化课

考试。 

（一）专业考试 

2020 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在文化课统一考

试前进行体育专业考试。体育专业考试工作由沈阳体育学院

负责具体实施。 

参加体育专业统一考试的考生请积极做好考前训练，避

免考试过程中出现运动损伤，影响考试。 

1.专业考试项目 

体育专业考试包括身体素质考试和专项技术考试。 

身体素质考试项目：100 米、原地推铅球和立定三级跳

远三项。 

专项技术考试项目：200 米、400 米、1500 米、男子 110

米跨栏（栏高 1 米）、女子 100 米跨栏（栏高 0.84 米）、

铅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三级跳远、体操、篮球、

排球、足球、武术、乒乓球、艺术体操、健美操和游泳。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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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须在上述专项中任选一项参加考试。 

各项目分值比例 

测试项目 100 米 原地推铅球 立定三级跳远 专项 

所占分值比例 20% 20% 20% 40% 

2.专业考试时间及地点 

体育专业考试时间见附件；考试地点在沈阳体育学院。 

3.专业考试内容和标准 

专业考试内容和标准按《关于公布 2017 年辽宁省普通高

等学校体育专业招生测试内容和评分标准的通知》（辽招考

委字〔2016〕20 号）执行。 

4.专业考试具体规定 

①考生必须携带《2020 年辽宁省普通高校体育类专业报

考证》、居民身份证、体温测量登记表，并通过手机提供新

冠肺炎“健康信息码”，在规定的时间内参加专业考试。入

场时间：上午 6时 40 分（田径馆）、下午 13 时（各专项场

馆），上午 7时 30 分后禁止入场，下午 13 时 30 分后禁止

入场。 

②考生在专业考试中犯规，将按照国际田联全能标准进

行处理（如 100 米二次抢跑，取消该项考试资格）。 

③考生因特殊情况迟到，应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经批

准方可参加考试，所误项目在考试结束时参加补考。 

④考生因病或其他特殊情况未能按规定时间参加专业考

试，须提供县及以上医院诊断书或有关证明，经沈阳体育学

院审核批准后，方可参加统一补考。参加统一补考的考生，

须携带有关证明和体育专业考试报考证、居民身份证于 5月

28 日 16 时前到沈阳体育学院办理补考手续，否则不予以补

考。 

考生因考试过程中出现外伤不能继续参加考试的，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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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本人书面申请，经主考官签字确认、有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参加统一补考（已考过的项目成绩有效，不予重测）。 

⑤专业考试中出现的技术问题，由考试组长裁决。 

⑥考生无故未参加指定时间考试者，按弃考处理。 

⑦考生禁止穿戴具有特殊标记性的服装和饰物，如服装

上印有某某地、某某学校等字样和佩戴不同颜色的护腕、护

肘（护具）等饰物。因受伤需佩戴护腕和护肘的考生，只允

许佩戴黑色护腕和护肘（护具），长筒袜只允许穿戴纯白色。 

5.专业考试成绩 

专业考试成绩在考试后直接告知考生。考生须按手印确

认本人成绩。考试当晚 23 时后，考生可通过沈阳体育学院

招生就业公众号查询当日考试成绩。 

专业考试结束后，沈阳体育学院将体育专业考试成绩按

规定格式报送辽宁省招生考试办公室。 

（二）文化课考试 

报考体育专业考生须参加辽宁省组织的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文化课全国统一考试。 

辽宁省 2020 年实行“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高考科目

设置方案。“3”指语文、数学、外语；文科综合包含政治、

历史、地理三科内容；理科综合包含物理、化学、生物三科

内容。四科总分满分为 750 分。 

文化课全国统一考试时间由教育部确定、公布。考生须

持居民身份证、文化课考试准考证参加考试。 

三、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体育专业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按教育部和辽宁省

有关规定执行。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作为高校录取考生的依据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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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身体健康状况检查，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

指导意见》和《关于做好 2020 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体检工作的通知》（辽招考委字〔2020〕5 号）执行。对报

考按专项录取的体操、武术专项考生，学校审查时可适当放

宽身高要求。 

五、填报志愿 

2020 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考生填报志愿的时间

与普通高考文史类及理工类考生填报志愿时间相同。体育专

业统考合格的考生，方可填报相应的体育院校（专业）志愿。 

体育专业录取分为两个批次：本科批、高职（专科）批。

本科批、高职（专科）批均设 9个平行院校志愿。每个院校

设 4个专业志愿和专业服从志愿。 

本科批、高职（专科）批均实行“征集志愿”补充录取，

均安排一次“征集志愿”补充录取。“征集志愿”设 5个平

行院校志愿和 4个专业志愿，投档规则与原批次相同。 

六、录取 

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招生录取工作，在辽宁省招生考

试委员会领导下，由辽宁省招生考试办公室组织实施。录取

工作实行“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体制。 

（一）分数线的确定 

报考体育专业考生的体育成绩合格线，根据报考体育专

业的考生人数和招生计划数按一定比例确定。体育专业录取

新生的文化课控制分数线按线上考生数略多于招生计划数

的比例划定。 

（二）投档规则 

1.本科批在平行志愿投档时，按照考生“文化课成绩（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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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加分）/7.5+专业课成绩”形成的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按 1：1比例投档。 

2.高职（专科）批在平行志愿投档时，按照考生“文化

课成绩（含高考加分）/5+专业课成绩”形成的综合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按 1：1比例投档。 

3.平行志愿投档规则：在相应的分数线上或者分数要求

以上，按考生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当考生综合成绩

相同时，体育（文）依次按专业课成绩、语文单科成绩从高

分到低分排序，体育（理）依次按专业课成绩、数学单科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按照排序先后依次检索，再根据考生

填报的平行志愿先后顺序依次检索、投档到 先符合条件的

一所院校。 

七、考点疫情防控 

考点学校具体负责我省体育专业统一考试疫情防控等

相关工作。教育部门要会同卫生健康部门成立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考点疫情防控实施办法，确保考生

和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及考试顺利进行。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见

附件 2。 

八、考生疫情防控须知 

（一）考生须依据考试时间提前到达考试地点进行入场

验证。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考生进入考点时须佩戴口罩并自

觉接受体温监测。 

（二）考生于考前 14 天起至考前 1天，不得离开辽宁，

每日进行体温测量并如实做好相关记录，考试当天须凭填写

完整的《体温测量登记表》（附件 4）入校进行考试。 

从境外和国内疫情重点地区来沈阳参加考试的考生要

提前做好核酸和血清抗体检测，进入考点时需提供近 7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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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核酸阴性检测报告。 

（三）考生须依据报到时间至指定地点报到，考生报到

后不得随意离开。 

（四）由于疫情影响，为避免人群聚集，请考生独立应

考，除考生本人外，其他人员不得进入考点校园。提倡家长

不送考、不在考点校园门口聚集。 

（五）考生须及时关注沈阳市疫情防控要求，按相关要

求做好疫情自查和防控措施，并在考试期间服从工作人员的

疫情检查和管理。 

（六）视疫情发展情况，将对考生疫情防控措施适时进

行调整。 

九、加强诚信教育，严肃工作纪律 

各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和有关学校要大力开展对考生

的诚信考试教育，教育和引导考生信守承诺、诚信考试，拒

绝和抵制考试中的违纪、舞弊及违法等行为。 

体育专业考试期间，将使用考生身份验证系统，对考生

的相关信息进行比对，严厉打击替考舞弊行为。 

加强对专业考试工作的监督检查。考点院校要切实开展

好考试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法纪警示教育，增强遵纪守法

意识，严格遵守考试规定和相关工作人员守则。 

体育专业考试期间，由省教育厅、省招考办和沈阳体育

学院等部门相关人员组成监察组，对体育专业考试进行全程

监督。将现代化管理手段应用于专业考试管理，对专业考试

的全过程进行视频监控录像。 

十、违规处理 

体育类专业考试是普通高校体育专业招生录取的重要

依据，对在专业考试中出现的违规违法行为，严格按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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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有关规定和法律条款严肃处理，并将考

生违规违法事实记入其高考诚信电子档案。已被录取进入高

等学校学习的，由相关高等学校取消其学籍。对在专业考试

中违反规定或因重大疏漏造成恶劣影响的单位和涉考工作

人员，将严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处理办法》（教

育部令第 36 号）进行处理，并严肃追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

的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附件: 1.辽宁省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体育专业统一考 

        试和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及职责分工 

2.辽宁省 2020 年普通高校体育专业统一考试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 

      3.辽宁省 2020 年普通高校体育专业统一考试日 

        程安排 

4.体温测量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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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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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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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辽宁省 2020 年普通高校体育专业统一考试日程安排 
 

时  间 地  区 

5 月 18 日 锦州、铁岭 

5 月 19 日 沈阳女、朝阳女、葫芦岛 

5 月 20 日 朝阳男 

5 月 21 日 沈阳男 

5 月 22 日 
大连男：篮球、田径（除跨栏、跳高、铁饼、标枪） 

大连女：足球 

5 月 23 日 

大连男：足球 

大连女：篮球、田径（除跨栏、跳高、铁饼、标枪） 

阜新 

抚顺、阜新：乒乓球 

5 月 24 日 
鞍山 

沈阳男：乒乓球 

5 月 25 日 
本溪、丹东 

本溪、锦州：乒乓球 

5 月 26 日 
抚顺、辽阳 

鞍山、辽阳：乒乓球 

5 月 27 日 
营口、盘锦 

盘锦：乒乓球 

5 月 28 日 

沈阳、抚顺、锦州、阜新、盘锦、铁岭、葫芦岛：排球 

沈阳、营口、阜新、盘锦、铁岭、朝阳、葫芦岛：武术 

本溪、丹东、锦州、阜新、盘锦、朝阳：体操 

沈阳、锦州、葫芦岛：健美操 

沈阳女、朝阳、葫芦岛：乒乓球 

5 月 29 日 

大连、鞍山、本溪、丹东、营口、朝阳：排球 

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武术 

鞍山、抚顺、本溪、盘锦、朝阳：健美操 

沈阳、鞍山、辽阳、葫芦岛：体操 

铁岭：乒乓球 

5 月 30 日 

各地跨栏跑、跳高、铁饼、标枪、游泳、艺体 

大连、丹东、营口、阜新、辽阳、铁岭：健美操 

大连、丹东、营口：乒乓球 

补考 

注：1.体育专业考试入场时间及地点：上午 6:40（田径馆）、下午 13:00（各

专项场馆），请考生携带报考证、身份证进入考场（上午 7：30 后禁

止入场，下午 13：30 后禁止入场）。 

2.各市地考生须当日参加身体素质和专项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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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体温测量登记表（表样） 

姓名：            考生号：            身份证号: 

所在学校：           

日期 
体温

（℃）

所在 

城市 

是否有发热、

咳嗽等症状 

本人 

签字 

家长 

签字 
备注 

       

       

       

       

       

       

       

       

       

       

       

       

       

       
注: 1.考生在参加辽宁省2020年普通高校体育专业统考前进行连续14天的体温 

      测量，并如实填写此表。 

2.考生进入考点时须提供完整的《体温测量登记表》才能参加考试。此表由 

  考点学校留存。 

3.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属实，如有违反将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应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