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NEPCS）获奖被纳入
2019年高校自主招生条件情况的通报

各级竞赛组织机构、教研部门、参赛学校、广大参赛师生：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NEPCS）是教育部正式批准（1997年 2月 20日，教基厅

[1997] 2号文件）面向全国中学和中学生的全国性英语学科竞赛，是全国基础教育外语教学
研究资助金项目（教育部基教司 1998年 12月 22日批文）2019-2023年度重点课题“中国英
语学习者学习动力研究”项目，是全国性的中学英语教学的评价手段和重要的激励机制。本

项活动由国际英语外语教师协会中国英语外语教师协会、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

研究中心主办，英语辅导报社、考试与评价杂志社承办，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协

办，中央电视台《爱拼才会赢》栏目组支持。

自 1991年首届竞赛举办以来，本竞赛已成功举办了二十六届，全国逾八千万学生参加
了此项竞赛。竞赛及系列活动由于组织严密科学、赛题内容和题型新颖及获奖学生的英语

水平出类拔萃，其竞赛成绩长期以来得到了全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的普遍认可

和社会的广泛肯定以及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与和高度赞誉，特别是国内外高校广泛认定并接

受为权威的社会英语考试，其竞赛成绩已成为中学生升学、留学、高校自主招生、人才选拔

等必备条件或重要参考依据。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NEPCS）全面检测、综合评价全国各地中学英语教学水平和
中学生英语学业成绩及英语学习潜能，并为英语学习和发展提供内外在动力。近年来，随着

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具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把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NEPCS）参赛学生获奖纳入其自主招生条件。每年在高校自主招生录取时，全国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招生办和有关高校纷纷核实考生在本竞赛的获奖和具体成绩，在全国中学生英

语能力竞赛中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和获得的全国奖项正成为越来越多莘莘学子实现他们大

学梦的敲门砖。

据不完全统计，在 2019年教育部批准的拥有自主招生条件的 90所高校中，上海财经
大学浙江学院、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等高校，在其《自主招生简章》中明确规定“在全国中学生

英语能力竞赛中获全国三等奖（含）以上”获奖者可具申报条件；另外，包括北京大学、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内的二十所知名高校在《自主招生简章》中

明确提出了“相关学科特长”、“外语方面有突出表现”等优先录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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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广和完善本竞赛，使全国更多的学校和师生受益，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NEPCS）组委会特将本竞赛获奖被纳入 2019年高校自主招生条件的情况向全国各级竞赛
组织机构作以上通报，望各级竞赛组织机构、教研部门、参赛学校对以上情况给予足够重视，

使本地区已获本竞赛奖励的学生切勿错过良机在高校录取中切实受益，并更好地宣传、发

动、组织本竞赛活动。

根据上级领导部门的要求，本竞赛从 2018年开始根据全国初、决赛和总决赛成绩，整理
全国竞赛获奖信息并上传至网上查询系统，以供全国各地高校自主招生查核。竞赛主办单位

从 2018年竞赛总决赛中选拔出 33名英语优秀中学生，获全额奖学金于今年寒假期间赴英
国研学三周。

多年来，在统招统考统分的“旧”高考制度中，高校的主体性地位缺失，高校招生力普遍

孱弱甚至“空白”，“招生办”成了“接生办”的现状亟待改变，“提质增效”找到好生源，招到好

学苗，多维度推进高校招生改革对高校的紧迫性迅速凸显，提升高校招生力已迫在眉睫，让

“招办”脱离“照办”，在招生录取机制上改革创新，高校要发现、招到自己要求的优秀学生，使

具有创新思维能力的“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使“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校招生录取政

策落在实处。

根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根据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学习基本需要，高校必

将以人才选拔要求为依据，以高校自身的理想生源为基础来设置选拔标准，高校自主选拔势

必将成为更主流的人才选择方式，稳步推进高校招生改革，作为二十一世纪人才的关键能力

之一，作为一门国际交流语言的英语能力就必然成为全国各高校自主人才选拔的重要依据

和通道。

为了顺应高校招生制度“四个通道”改革和形势的发展及高校“三位一体”招生选才的需

求，第二十七届活动将于 11月初举办，全国绝大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将由教育行政部门
统一批准，由教研部门统一组织参加。以前曾不统一组织参加活动的少数省、市教育行政和

教研部门在广大学校和师生强烈要求下正在积极准备统一参加或由市、县教育行政和教研

部门单独组织参加本届活动。

关于以上通报的详情可致电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NEPCS）组委会查询。电话：010-
88375525，13910337577。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市（地、州、盟）、县（市、区、旗）级教育行政部

门、教研部门，各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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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部分教育部批准的自主招生高校《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摘 录

1.《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2019年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章程》
……

第四章 计划与报名

第十五条报名条件：

3. 符合下列专项条件之一者：
（3）语言文学特长类：高中阶段以第一作者正式出版文学专著或在全国性作文比赛（包

括“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决赛、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

大赛、“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中获得国家级三等奖（含）以上；或在全国创新英语

作文大赛中获优胜奖（含）以上，或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获全国三等奖（含）以上。

……

2.《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2019年“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章程》
……

二、选拔对象及报考条件

2、具有以下专项特长之一者(均限高中阶段获得)；
（4）语言文学特长类：以第一作者正式出版文学专著或在全国性作文比赛（包括：“语文

报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

赛、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得全国决赛三等奖及以上；或在全国创新英语作文大赛中获

全国决赛优胜奖及以上；或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NEPCS）中获全国决赛三等奖及以
上，其余未在罗列之内比赛不予统计。

……

3.《北京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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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对象

学科特长突出、具备创新潜质，符合国家规定条件，参加 201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
招生考试的高中毕业生。申请报考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2.在我校自主招生专业范围内有相关学科特长、创新潜质，并在相关专业学习实践活动
中取得优异成绩者。

……

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二、报名条件

报名参加 2019年全国统一高考，品行端正、身心健康、理想信念坚定，有社会责任感，诚
实守信、遵纪守法、成绩优良，对我校某一自主招生专业有浓厚兴趣、具有与该专业相关的

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并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我校自主招生学生需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4、在外语方面有突出表现，具有特殊培养潜质，并能提供充分证明材料。
……

5.《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一、报名条件及专业设置

我校 2019年自主招生招收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突出、理想信念坚定、思想品德优秀、诚
实守信、遵纪守法的优秀高中毕业生，2019年自主招生录取计划不超过 286人。

鉴于我校实际办学情况，校本部与威海校区开展自主招生，采取“统一组织、统一报名、

统一考核、分别认定、分别录取”的原则，校区之间不能调剂，考核成绩不能互认，优惠政策

不能互认。

校本部 2019年自主招生类别、报名条件、包含专业（类）、考核形式见下表。

三

高中阶段在所报考专业领域有特别突出表现且取

得实际高水平成果，并能提供相应佐证材料（须包

含 10分钟的讲解视频和详细文字材料）
校本部招生专业（类）

任选其一
现场答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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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四、专业选择

符合条件的考生根据专业填报条件，结合自己的学科特长、创新潜质、兴趣爱好，可报 2
个专业(类)。招生专业(类)如下：
序号 专业（类） 填报条件

2 英语、法学、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 符合报名条件的文科考生

……

7.《苏州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二、申请对象及条件

2. 申请条件：符合生源地省级招生委员会规定的 2019年高考报名条件，并满足以下条
件之一者可申请报考：

2)笔试类：
对于所报专业(类)有着浓厚兴趣，在相关专业(类)领域确有学科特长或创新潜质，且能

提供高中阶段与所报专业(类)相关的学科特长或创新潜质证明材料者。
……

8.《北京语言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一、报名条件

2.高中阶段外语研习能力和专业素养等方面表现突出，对我校自主招生专业有充分了
解和浓厚兴趣，具备相关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并能提供充分证明材料。

……

9.《华东师范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三、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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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0-5 不限

俄语 0-5 不限

日语 0-5 不限

四、报名办法

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2019年 3月 29日-4月 15日)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试点高
校自主招生报名系统”(http://gaokao.chsi.com.cn/zzbm)进行报名。根据系统要求，完整填写报
名信息，所有申请材料无需邮寄，扫描后完整上传，包括：

4.符合条件的竞赛获奖证书或证明材料在综合信息版块上传，请勿上传论文、专利或报
名条件之外的其他竞赛活动证明等。

……

10.《南开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二、招生专业、招生计划及报考条件

招生计划数不超过 194人，拟认定合格总人数不超过 360人。

外国语言文学类 俄语 0-40 对语言类专业兴趣浓厚，在外语学习中有特长（需提

供详细证明材料）。仅招收高考语种为英语的考生。

……

1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一、招生范围及报考条件

2援报考条件：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优良的思想品德，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身心健康且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学生，可提出申请：

B. 其他具有突出学科特长或在航空航天领域具有创新潜质并且能提供高中阶段相关
证明材料。。

……

12.《华南理工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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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条件、招生计划与专业

3. 招生专业：招生专业详见附件 1。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050262 文学 文理兼招 1
二、报考流程

2. 网上报名：拟报考自主招生的考生均需通过网上报名，报名时间为 2019年 3月 29
日 10:00—4月 15日 23:59，登录 http://gaokao.chsi.com.cn/zzbm按要求注册，填写个人基本信
息，添加院校(华南理工大学)志愿，按照系统要求填写上传并提交以下报名材料：

(4)符合报名条件的获奖证书等佐证材料加盖中学公章的扫描件。论文和专利不得作为
申报材料上传;

……

13.《南京理工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学校为了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和学科专业培养

需要，探索和完善符合我校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的创新人才选拔模式，根据教育部关于普

通高校自主招生工作的有关规定，我校 2019年继续开展自主招生工作，择优选拔具有学科
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高中毕业生。

一、招生对象

2、其他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和特殊才能并能提供相关支撑材料的考生（论文、专利
不得作为申请条件）。

……

14.《西南政法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四、报名条件

凡理想信念坚定、思想品德优良、诚实守信、遵纪守法，且参加重庆市 2019年普通高等
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普通高中毕业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报名参加我校自主招生测

试：

(二)在所报考专业方面学科特长突出、取得突出成绩且品学兼优、有创新潜质者(需提交
详实证明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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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西北工业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二、招生对象、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

1援招生对象：志向远大，科学报国情怀浓厚，对航空、航天、航海相关学科以及基础学科
有浓厚的兴趣，具有一定学科特长和主动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国

普通高中优秀毕业生。

……

16.《西南财经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一、招生计划与专业

我校 2019年自主招生计划数为 169人，具体专业及人数见下表：
外国语言文学类 英语、商务英语 15

二、报名条件

符合 2019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政治思想品德良好，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具有我校相
关学科的学科特长、创新潜质。

……

17.《上海交通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一、选拔对象

招收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

二、招生专业与笔试科目

2019年我校自主招生笔试科目为两门，笔试科目组与自主招生专业的对应关系见下
表：

英语 文理兼收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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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湖南师范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一、招生计划与专业

我校 2019年自主招生计划约 116人。
考生根据个人学科特长从以下 6个专业(均为师范类)中选择一个对应的专业报考。

文史
汉语言文学

文理兼招
英语

二、申请条件

理想信念坚定、思想品德优良、诚实守信、遵纪守法，高中阶段学业水平优秀，且有学科

特长、创新潜质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具备 201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资格
……

19.《中国政法大学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

二、招生对象、计划及专业

报名组别 录取计划 可录取专业

应用型卓越项目

20 法学（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

42

法学、哲学、经济学、思想政治教育、汉语言文学、英语（法律

英语方向）、翻译（法律翻译方向）、新闻学、应用心理学、工

商管理、国际商务、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社会学、社

会工作、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金融工程（成思危现代金

融菁英班）、网络与新媒体、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法治信息

管理方向）

四、报名

(一)报名条件
考生在申请材料中要提供能够反映学生学科特长与创新潜质的写实性自荐材料，包括

自荐信(包括个人经历及体会、曾获奖项、个性特长及取得的成果、进入高校后的努力方向及
设想等，需要考生亲笔书写)、考生所在中学提供的《中学综合素质评价》、高中阶段课程修习
情况和相关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以及社会公益活动、获奖证书复印件等其他能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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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学科特长与创新潜质的材料。

……

20.《东北大学 2019年本科生自主招生简章》
……

一、招生专业及招生计划

报名类别 招生专业（类） 自主招生面向省（市、自治区）

A.人文与社科类
公共管理类（含法学、公共事业管理、

行政管理、新闻学） 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

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

人文科学试验班（含思想政治教育、哲

学）

B.外语类 外国语言文学类（含英语、日语、俄语、

德语）

二、报名条件

3.对人文与社科类或外语类有浓厚兴趣，具有相关学科特长或创新潜质并能够提供相
应证明材料的考生可报考人文与社科类或外语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