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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浙江省首次学

考和选考分卷考试已于1月

6 日至 8 日举行，这次考试

全省共有52.6 万人参加，共

有 196 万科次。其中选考

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

随着考试落下帷幕，接

踵而至的就是紧张的阅卷工

作。本次选考及外语科目共

设 7 个高校评卷点，选调约

1500名老师参与评卷。

评卷老师如何选出来

的？阅卷流程是怎样的？打

分如何保证公平公正？昨天

上午，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

者前往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

区和浙江外国语学院两个阅

卷点，探营评卷现场，解密打

分全过程。

我省首次学考和选考分卷考试评卷正在进行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昨天现场探营

考生每一分成绩怎么出来
每道题必须两名以上老师打分

个人信息加密
看不到任何考生信息

第一站，记者来到浙江工业大学阅卷点，

这里承担了物理选考和化学选考的阅卷任务。

肃静的阅卷场地入口处，多位安保人员

站岗，一块写有“评卷重地 非请勿入”的白字

蓝底告示牌格外醒目。严肃、严谨、规范的评

卷“气场”立刻扑面而来。

记者领取了工作证，挂好证后往室内走，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透明置物柜，按指定

编号，老师们的手机都整整齐齐存放在架子

上。再往里走，是一扇手机探测门，如果身上

携带有手机或其他金属物件就会发出“滴滴”

的警报声。

全程监控录像，阅卷老师“空身进出”。

经过以上两道关，才能进入各阅卷室。

“公平公正，保质保量”“给分有据，扣分

有理”等横幅被高高挂在评卷现场墙上，底下

老师们正紧盯屏幕，有的正仔细阅读答题，有

的手指噼里啪啦敲击键盘。

“当熟悉规则的裁判员、考生利益的捍卫

者、公平公正的守护者，这是我们对每一位评

卷老师的要求。”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党委委员

施国良说，这次评卷，老师选调工作经过了好

几轮审核，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有较高的本学科业务水平的大学老师，

或教龄三年及以上、具有中学一级教师职称

及以上的在职在编高中现任老师；

无直系亲属参加当次考试；

工作责任心强，身体健康，年龄一般在

55周岁以下。

“除了选调条件，为了真正做到管理规

范、标准统一、结果公平，我们在老师培训、质

量控制等方面‘费尽心机’。”施国良说。

评卷开始前，所有评卷点都进行了统一

的专门培训，对评卷老师言明评卷管理要求

和质量控制机制。正式阅卷前，还有不记录

分数的“试评”，即让每一个阅卷老师抽取答

卷进行打分，从实践中了解并掌握评分标准。

正式评卷时，流程是先将答卷扫描入库，

按阅卷要求划分评卷题块。选择题填涂识别

采用光电识别和图像识别两种方式。主观性

试题评卷由系统随机向试题评阅组老师提供

考生答卷图像，供老师评阅打分。

这次仍采取网上阅卷的形式。个人信息

加密，再加上卷子被切成一个个题块，整个网

上阅卷过程，阅卷教师看不到与试题相关的

任何考生个人信息。

正式阅卷结束后还要进行人工抽查，核

对考生信息，对客观题和主观题阅卷数据进

行校验。

“评卷这项工作，各方面都高度重视，从

我们学校来讲，尽管这已经是第9次参与了，

我们还是不改初心、如履薄冰，尽可能把这个

工作做好。”化学评卷组组长、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倪哲明说，除了认真评卷，在正式评卷

前，老师们也做了不少工作，包括所有老师齐

心协力，充分研讨，尽可能穷尽各种可能的标

准，最终统一评分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确

保不出差错、万无一失。

每道试题评卷
必须两名以上老师打分

浙江外国语学院的外语科目阅卷点共有

300多位老师负责评阅全省考生的外语试卷。

“阅卷重地，闲人莫入”“给一分有理，扣

一分有据”“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公平公正，

认真负责”⋯⋯一条条横幅下，阅卷现场同样

井然有序，偌大的空间一片安静，现场只听见

敲打键盘的声音，清脆而富有节奏。

除了入口处的探测门，在一间阅卷教室

的墙角，记者还看到另一台机器——考场专

用全功能无线信号屏蔽器。也就是说，整个

阅卷点通讯信号屏蔽。

“我们这个点要完成26万余份考卷的评

分工作，虽然任务不轻，但老师们在评卷期间

每时每刻都要求认真严谨，要讲公平、讲纪

律，本着对一个考生负责、对每一道答题负责

的态度开展评卷工作。”外语评卷组组长、浙

江外国语学院教授赵伐说。

阅卷现场分阅卷区和质检区，分别负责

阅卷打分和分数仲裁。赵伐告诉记者，“有家

长曾担心老师随意打分，请放心，一是这样的

老师不会有，二是即使打了也是无效分。”

如何监控每一位老师的评分质量？扎牢

制度笼子，设置保障机制，使阅卷工作最大限

度做到了公平公正。

比如，实行“二评给分”，即每道试题评卷

须经两名以上评卷老师“背靠背”打分。

比如，设定“双评差值制度”，即二名老师

对同份答案的给分差值超过设定的允许范

围，系统自动将考生答题提交给第三位老师

评阅，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再如，“0 得分题要进行四评”，0 得分题

块在经二名老师评阅后，再由学科组长和评

卷质量检查组组长分别进行检查确认。

“只要有不合理的差值出现，我们就有相

应的机制去解决它。”赵伐说，正常答案没有

达到二评、0 得分题块没达到四评，系统会拒

接结束评卷，杜绝试题漏评。

此外，阅卷老师还有退出机制，赵伐说，

“如果有老师的评分总是不合理，我们会沟通

提醒。如果仍不见改变，这位老师就会被劝

退。”

评分结束后，还要开展成绩检查。分科

目人工抽查一定比例考生填写的个人信息与

条形码上的信息是否一致、选择题填涂的结

果与机器判断的是否一致、主观题数是否正

确。分科目抽取一定数量考生的选择题和主

观题成绩，人工计算总分并与系统总成绩核

对是否一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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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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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442.8000万元滚入下期。

应派奖金合计
260，000元
116，256元

0元
376，256元

中奖注数
250注
336注

0注
586注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合计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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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0014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0年1月14日
本期浙江销售金额：1，624，522元

本期开奖号码：1 6 1

本期中奖情况

18，474，993.2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3月1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393，101，080.2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应派奖金合计
3，700，000元
3，700，000元

中奖注数
37注
37注

奖 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0014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0年1月14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1，795，798元

本期开奖号码：1 6 1 5 0
本期中奖情况

单注奖金
100，000元

...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3月1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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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红色球（●）蓝色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20注

363注
2293注

91146注

1388625注
12940873注

奖金

5735328元/注
50642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3 04 05 10 16 32 09

全国销量：361697316元
浙江销量：28439838元

奖池累计8.6092亿元滚入下期。本期我省中12注一等奖（杭州、金华各3
注，台州、舟山各 2注，丽水、义乌各 1注），167注二等奖（杭州、金华各 35
注，宁波、绍兴各11注，温州10注，丽水17注，台州14注，义乌15注，嘉兴
7注，舟山6注，湖州4注，衢州2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0年1月14日

本地中奖注数
12注

672注
6，731注

单注奖金
868元

50元
5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0014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0年1月14日

本期销售金额：158，530元

本期开奖号码：02 09 13 14 15
本期出球顺序：09 14 13 02 15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3月1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奖 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单注奖金
0元
0元

4，384元
300元

20元
5元

本地中奖注数

0注

0注

24注

423注

2，933注

36，809注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6+1第2000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3 1 4 5 7 4

开奖日期：2020年1月14日
本期销售金额：1，828，038元

正选号码 特别号码

本期中奖情况

68，602，758.9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3月1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