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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教育局文件
郑教体卫艺〔2020〕55 号

郑州市教育局

关于2020 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

后备生招生工作的通知

市内各区教育局（金水区、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惠济区、

郑东新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教育局），局直属各普通

高中，市属事业及各市管民办普通高中、省实验中学: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通

知》（教基〔2020〕201号）以及 2020 年郑州市中招工作有关要

求，现将 2020 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有关工

作通知如下。



—2—

一、报名资格

考生符合下列条件可以报名：

（一）郑州市市区初中学校在籍就读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具

有郑州市市区常住户口（金水区、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惠

济区、高新区、经开区、郑东新区、航空港区户口），在郑州市

区以外学校借读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二）报考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考生为 2017 年小升初体育

尖子生；或在初中阶段参加市级以上教育、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

体育活动并获得前八名（持有证书）。报考艺术后备生的考生为

2017 年小升初艺术特长生；或在初中阶段参加市级以上教育、文

化行政部门主办的艺术活动并获得艺术三等奖以上（持有证书）；

不是 2017 年小升初体育尖子生、艺术特长生，在初中阶段未参加

市级以上教育、体育、文化行政部门主办的体育艺术活动的考生，

但具备一定专业基础的考生可由毕业学校推荐取得报名资格。

二、招生计划

体育后备生：根据《河南省体育局 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命名新

周期省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通知》（豫体青〔2014〕7号）、

《郑州市体育局 郑州市教育局 郑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命名新周

期市级科技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通知》（郑体训〔2016〕28号）

和《郑州市体育局 郑州市教育局关于命名 2016-2019 周期郑州市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通知》（郑体训〔2016〕30号），省、市级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河南省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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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根据自身办学规模、发展需要及传统项目，招

收符合体育后备生条件的初中应届毕业生，招生人数按照下达的

招生计划执行。考生具备的条件须符合本校传统项目的要求。

足球传统项目学校和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统一按照每校

10人（同时拥有男子、女子足球队的按照每校 16人）下达招生

计划。未完成足球项目招生计划的学校，剩余计划不能够用于其

他项目。

艺术后备生：各有关学校根据学校（班）特色及艺术团（乐

团）建制和办学需求，按照下达的招生计划招收艺术后备生。

2020 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计划见附

件1（以郑州市教育局下达 2020 年招生计划为准）。

三、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程序

（一）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平台

2020 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工作需在

郑 州 市 市 区 普 通 高 中 体 育 艺 术 后 备 生 招 生 平 台

（hbs.zzedu.net.cn）操作进行，市内九区报考考生登录平台用

身份证号和姓名进行注册激活；各初中、高中学校通过招生管理

平台（hbsgl.zzedu.net.cn）操作进行，其中初中学校直接利用

学籍系统中已有的账号密码登录平台、普通高中学校根据市里统

一下发的账号登录平台；各级人员可以参考平台使用指南或使用

手册指引进行操作。

（二）网上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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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参加 2020 年郑州市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的在

籍考生须于 6月 10 日 24:00 前登录平台，用身份证号和姓名注

册并激活。本市户口在外地借读需回郑参加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

的考生于 6月 10日 9：00至 17:00 到郑州市第十九初级中学（百

花里 40 号）办公楼 604 室现场报名，报名时需携带户口本、身

份证、1张 2寸近期免冠照片。

（三）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由各初中学校负责。按照报名条件对本校报名参加

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的考生进行相关材料审查，并根据郑州市中

招政策在平台上对考生报考类别进行选择：A类为具有郑州市市

区常住户口的考生，可以填报三个批次录取学校志愿，分别为第

一批次录取学校志愿、第二批次录取学校志愿和第三批次录取学

校志愿;B类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父母一方有合法职业和稳

定住所(含租赁)，且在郑缴纳社会保险 1 年以上（含 1 年），

在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注册学籍，在学籍注册学校连续就读 3

年，初中阶段综合素质总评为合格等次以上的考生，可以填报三

个批次录取学校志愿，分别为第一批次录取学校志愿、第二批次

录取学校志愿和第三批次录取学校志愿；C类为在市区学校就读

并注册学籍，但不属于上述两类对象的初中毕业生，可以填报两

个批次录取学校志愿，即第二批次录取学校志愿、第三批次录取

学校志愿；有艺术潜质的考生，可以填报郑州市第一○六高级中

学。资格审查通过后，毕业学校登录平台对考生按报考类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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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6月 11 日 24:00 前通过平台打印考生的《2020 年郑州市

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报名登记表》（以下简称为登记表）

并加盖学校公章。

（四）专业测试

考生于 6月 12 日 18:00 前可通过平台“招生政策”频道查

阅各招生学校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方案。考生可根据自己所学专

业与程度选择招生学校参加专业测试。测试期间，市中招办将组

织督查人员对测试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各招生学校须在督查人员

监督下进行测试工作，并对整个测试流程进行现场录像。

（五）录取工作

市中招办将根据招生计划和考生学业考试成绩、专业测试成

绩，择优录取。

四、测试工作

（一）体育艺术后备生专业测试工作由各招生学校在市中招

办规定的时间内组织实施。考生需持身份证、《登记表》参加招

生学校组织的测试工作。测试工作结束 1小时内招生学校要将专

业测试结果告知考生，测试合格的考生在《登记表》本人签字栏

内签字确认后将《登记表》交给招生学校，招生学校须现场登录

平台，在平台上对专业测试合格的考生进行专业测试拟录取操作。

专业测试成绩作为择优录取的依据，不计入升学总分。

（二）全市统一专业测试时间：6月 13日-15日。

（三）各体育传统项目、艺术团（乐团）、特色学校（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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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学校须根据市中招办统一要求和安排制定本校体育艺术后备

生招生方案，并于 6月 8日前将招生方案加盖公章后上报到郑州

市第十九初级中学办公楼 604室（体育、艺术分别上报），同时

上报方案电子版。各招生学校在进行专业测试工作前必须提前将

招生方案报备市中招办体艺组，经市中招办审核同意后方能组织

实施。

（四）6月 20日前，各招生学校利用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

育艺术后备生招生平台生成的体育艺术后备生专业测试拟录取名

单（加盖单位公章）和《2020 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

备生报名登记表》、体育后备生专业测试和艺术团（乐团）后备

生专业测试全程录影资料报市中招办体艺组（郑州市第十九初级

中学办公楼 604房间）。加盖招生学校公章的名单内容包括：姓

名、性别、身份证号码、中招准考证号、毕业学校、测试项目。

（五）公示。专业测试合格的考生名单由市中招办组织核查，

并于 6月 24 日—28日在郑州教育信息网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

后，由市中招办体艺组于 7月 10 日前将专业测试合格考生名单

报市中招办备案。

五、录取办法

（一）体育后备生。荣获全国比赛单项前 8名，集体前 5名

主力队员；全省比赛单项前 6名，集体前 3名主力队员；郑州市

比赛单项前 4名，集体前 2名主力队员，并持有郑州市以上教育

行政部门证明（获奖证书）；未曾参加市级以上体育比赛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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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毕业学校推荐信，并通过专业测试，报考具有体育传统项目、

校园足球特色的普通高中学校，市中招办根据体育后备生招生计

划和考生学业考试成绩、专业测试成绩，择优录取。

（二）艺术后备生。凡专业测试合格的考生，市中招办根据

招生计划和考生学业考试成绩、专业测试成绩，择优录取。

六、有关要求

（一）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工作政策性

强，社会关注度高。各招生学校要成立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包含由纪委（纪检组）书记牵头的中招体育

艺术后备生招生纪律监查小组，要求参与招生的工作人员必须与

学校签订招生公平、廉洁承诺书（见附件 2）。坚持“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认真落实招生政策，确保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二）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体育艺术后备生专业测

试。各招生学校要把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坚持安全第一、生命至上，严格按照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

切实做好体育艺术后备生专业测试过程中的疫情防控工作。要采

取有效措施，降低人员密度，防止人员聚集，加强考场和考试设

施的消毒，设立隔离区，考试期间，考点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

制定测试期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科学演练，提前做好应

对准备。

（三）科学制定体育艺术后备生专业测试方案，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下考生的健康排查。对进入考点出现体温检测异常、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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嗽等相关症状的考生，由考点防疫人员立即安排在考点临时隔离

区域进行隔离，并进行体温复测，复测体温仍高于 37.3℃的，按

缓考处理。各考点要认真做好缓考学生的信息登记工作，指导考

生做好个人防护，在家长的带领下到新冠肺炎专业检测机构进行

核酸检测和血清检测，在取得新冠肺炎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核酸

检测和血清检测阴性报告后，各考点于 6月 16 日安排对缓考考

生进行测试。

（四）市中招办体艺组委托市内九区（开发区）各教育局督

查体育艺术后备生的专业测试工作。各区（开发区）教育局要抽

调专业骨干组成驻校督查组，采取推磨督查的方式，到招生学校

全程监督体育艺术后备生专业测试工作，并在测试结束后提交督

查报告。

（五）各初中学校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校具备报考体育

艺术后备生资格的考生的资格审查工作。配备专人负责审核考生

的报名资格，及时打印具备参加体育艺术后备生专业测试资格的

考生的《登记表》，务必保证资格审查工作按时完成。

（六）各招生学校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组织专业测试。不得以

任何理由拒绝具备考试资格的考生参加招生学校组织的专业测

试。各招生学校在上报拟录取名单时，须签订招生确认书，市中

招办将以此为据录取体育艺术后备生。

（七）各招生学校在组织体育艺术后备生专业测试时要将考

场内全程音像留存，并封存考生测试成绩，以便随时调取。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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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交专业测试合格名单时将音像资料一并上报中招办体艺组。

（八）未参加招生学校组织的体育艺术专业测试或专业测试

不合格的考生，各招生学校不得以体育艺术后备生的名义录取。

（九）体育艺术后备生中招报名填报志愿与公示的专业测试

合格学校不一致时，志愿学校不得以体育艺术后备生名义录取。

（十）各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艺术团、特色学校（班）录取

的考生必须经市中招办体艺组审核并报市中招办备案。

（十一）各招生学校录取的中招体育艺术后备生必须纳入学

校教育教学的日常管理，坚决杜绝外包给社会俱乐部等现象，不

得以任何理由收取除国家规定以外的任何费用。

（十二）2020 年，将继续执行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艺术团、

特色学校（班）绩效考核制度。招生学校要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

厅有关政策，严格要求，强化管理，对所录取的体育艺术后备生

在校期间专业成绩进行动态管理。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将依据绩效

考核成绩，制定下一年度学校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计划，对绩效

考核不达标的学校，将逐年减少招生计划直至停止该校体育艺术

后备生招生资格。

（十三）为确保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工作顺利进行，将于

2020 年 6月 8日 15:00 在郑州市第十九中学初级中学办公楼 605

室召开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学校工作部署会议。请

相关学校选派1名主管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工作的校长和1名精

通计算机的老师携带笔记本电脑准时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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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及特色学校

（班）招生平台软件支持工作人员：孙老师 15537105431；李老

师 15936200736。

附件：1.2020 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

计划

2.2020 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

公平廉洁承诺书

2020年 6月 5日

（联系人：仝永东 马明辉 联系电话：6794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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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计划

学校 体育项目
体育

计划

艺术

项目

艺术

计划

郑州市第一中学
田径（省级）、男足(特色学校)、男
篮（省级）、航模（省级）

22 人

郑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田径（省级）、男篮(省级)、跆拳道
（省级）、定向越野（市级）、啦啦操

38 人
管乐 45 人

足球实验班（省级） 50 人

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
女篮（省级）、乒乓球（省级）、健美
操（省级）、男足（特色学校）

29 人（足
球 10 人）

民乐、舞蹈 60 人

郑州市第五高级中学
田径（省级）、男篮（市级）
女足（特色学校）

20 人（足
球 10 人）

音乐、美术 1个班

郑州市回民高级中学
田径（省级）、乒乓球（省级）、航模
（省级）、女足（特色学校）、定向越
野（省级）

40 人（足
球 10 人）

管弦乐、民
乐

45 人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田径（国家级）、男女篮（省级）、男
足（特色学校）、男排（省级）、航模
（省级）、定向越野（省级）

43 人（足
球 10 人）

管乐 45 人

郑州市第九中学

女排（市级）、武术（市级）、跆拳道
（市级）、啦啦操（市级）

38 人

足球实验班（省级） 50 人

郑州市第十中学 男足（特色学校） 10 人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田径（国家级）、男篮（省级）、乒乓
球（省级）、定向越野（省级）、男足
（特色学校）

40 人（足
球 10 人）

舞蹈 20 人

郑州市第十二中学 田径（市级）、篮球（市级） 24 人 表演 24 人

郑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健美操（省级）、男足（特色学校）

20 人（足
球 10 人）

体育舞蹈 3个班 舞蹈 1个班

郑州市第十六高级中学
男女足（特色学校）、男篮（市级）、
毽球（市级）、健美操（市级）

32 人（足
球 16 人）

管乐 20 人

郑州市第十八中学 美术 6个班

郑州市第十九高级中学

田径（市级）、男女篮（市级）、武术
（市级）、男足（特色学校）、航海模
型（省级）、无线电测向（市级）、定
向越野（市级）

38 人（足
球 10 人）

管乐、合唱 60 人

郑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音乐 2个班

美术 6个班

郑州市第三十一高级中

学

田径（市级）、攀岩（市级）、男女手
球（省级）

35 人 音乐、美术 1个班

女子足球实验班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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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第四十四高级中学 荷球（市级） 8人

播音主持 1个班

空乘 2个班

美术 1个班

郑州市第四十七高级中学

男女足（特色学校）、男篮（省级）、

游泳（省级）、网球（省级）、田径（省

级）、乒乓球（省级）定向越野（省

级）

42 人（足

球 16 人）
舞蹈 45 人

河南省实验中学 田径（国家级）、男女篮（省级） 28 人 管乐 10 人

郑州外国语学校 女排（省级） 6人 管弦乐 30 人

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 男足（特色学校）、击剑（市级）
15 人（足

球 10 人）
管乐 20 人

郑州市第一○一中学
田径（省级）、男篮（省级）、无线电

测向（省级）、定向越野（省级）、女

足（特色学校）、排球（市级）

40 人（足

球 10 人）
美术 2个班

郑州市第一○二高级中学 田径（省级） 8人
音乐、舞蹈 1个班

美术 1个班

郑州市第一○六高级中学 美术 12 个班

郑州市第一○七高级中学 男排（市级） 6人

播音主持与

编导
1个班

美术 1个班

郑州扶轮外语高级中学 乒乓球（省级） 24 人
音乐、美术 1个班

管乐 1个班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普高

班）

音乐 1个班

美术 1个班

郑州中学
男足（特色学校）、男篮（市级）

15 人（足

球 10 人）

体育舞蹈 1个班

郑州市第五十三中学 定向越野、健美操 10 人 美术 20 人

郑州市第七十四中学
男篮、男足、健美操、无线电测向、

定向越野
17 人

郑东新区外国语中学 女篮（特色学校）、网球（市级）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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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

招生公平廉洁承诺书

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工作政策性强，社会

关注度高。为认真落实招生政策，确保 2020 年郑州市体育艺术

后备生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我庄严承诺：

一、认真履行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工

作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坚持招生工作“公开、公平、公正、透

明”，严格执行工作职责。

二、自觉接受纪律监督，招生过程中关闭通讯工具，并主

动上交给纪律监察小组。

三、自觉遵守招生规定，自觉做到不与外界联系，坚守工

作岗位。

四、招生期间不吃请、不受礼、不打招呼、不递条子、不

擅离职守、不徇私舞弊。

五、如若做了违反工作职责、纪律要求的事情，给郑州市

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后备生招生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

果，愿意接受郑州市中招办的中招纪律处分。

承诺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年 6月 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