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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布高考英语加权赋分调查结果

决策严重失误 责令教育厅长辞职
考生恢复原始得分
▶12 月 5 日下午，浙江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浙江
省 2018 年 11 月高考英语科目加
权赋分情况调查结果。经调查，
此次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是一
起因决策严重错误造成的重大责
任事故。
▶11 月 24 日，浙江省高考英语科
目成绩公布后，考试成绩和加权赋
分方式受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质疑，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省委书记车俊多次召开
会议专题研究。12 月 1 日，省委决
定成立由省长袁家军任组长，省委
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主任
任振鹤任副组长，有关权威专家参
与的省政府调查组。12 月 4 日，
省委召开常委会听取调查组汇报
并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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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考英语成
绩公布出现了普遍
性、随机性的分数
问题，甚至是倒加
分。学生和家长纷
纷发微博质疑。

浙江省教育考试
院在官网发布【关
于英语科目成绩
的 说 明 】公 布 原
因：实施加权赋分

@浙江发布 微博回
应：
【浙江省政府成
立调查组，对高考
英语赋权加分进行
调查】
@浙江发布 公布了
事件的调查结果，
以
及对浙江省教育厅
和浙江省教育考试
院的处理结果
高考英语重新发布
成绩

“浙江发布”微信公号 12 月 5 日发布浙江省公布 2018 年 11 月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情况调查结果。视觉中国 图

浙江省公布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情况调查结果
11 月高考英语科目考 合改革试点方案》规定，
“ 语 卷过程和结果进行了严格核
试结束后，
省教育厅、省教育 文、数学、外语每门 150 分， 查，认为这次英语考试评卷
考试院收到部分考生及家长 得分计入考生总成绩”。考 的组织符合高考相关规定，
关于本次考试难度偏大的反 后加权赋分改变了考试“得 阅卷评分是严格公正的，考
映，遂参照去年同期试题难 分”，不符合上述文件规定。 生的原始得分合法有效。
度，对部分试题进行了加权 根据教育部门有关规定，评
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
赋分。
分细则应在正式评卷前制 纠、有什么错纠什么错的原
省教育厅主要负责人未 定。本次加权赋分是在正式 则，省政府决定取消这次考
能正确履行职责，违反民主 评卷完成后进行的，不属于 试的加权赋分，恢复原始得
集中制原则，不经过集体研 评分细则的范畴，省教育厅 分。
究，个人决定了事关全局和 主要负责人和省教育考试院
在听取调查组汇报并专
稳定的重大问题。省教育考 混淆了加权赋分与评分细则 题研究后，省委、省政府决
试院有关负责同志在院长办 的概念。在具体操作中，省 定，
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公会议多数人持不同意见的 教育考试院又没有进行充分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情况下，
不坚持原则，
违规通 的技术论证，
仅作模拟推演， 法》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
过和执行了加权赋分的错误 导致不同考生同题加权赋分 规定》等规定，
对相关职能单
决定。
值存在差别。
位和有关责任人分别追究责
经调查，此次高考英语
决策程序不合规。按照 任。
科目加权赋分是一起因决策 《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省教育厅在高考英语科
严重错误造成的重大责任事 规定，重大行政决策应当按 目加权赋分过程中，履行职
故。
程序充分论证、仔细研究、集 责不力，未落实重大事项决
11 月高考英语科目考 体决策，但省教育厅主要负 策程序，
出现严重错误，
造成
试结束后，
省教育厅、省教育 责人未能正确履行职责，违 严重社会后果，承担领导责
考试院收到部分考生及家长 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不经过 任。责令省教育厅党委向省
关于本次考试难度偏大的反 集体研究，个人决定了事关 委作出深刻检查，省教育厅
映，遂参照去年同期试题难 全局和稳定的重大问题。省 向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并
度，对部分试题进行了加权 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同志在 切实整改，省教育厅党委召
赋分。
院长办公会议多数人持不同 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严肃开
调查组认为，此次高考 意见的情况下，
不坚持原则，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责令省
英语科目加权赋分决策依据 违规通过和执行了加权赋分 教育厅向社会发布整改措施
不充分、决策严重错误，
导致 的错误决定。
并正式道歉；对省教育厅履
结果不公正、不合理。
《浙江
同时，调查组组织评卷 行职责不力问题进行通报。
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 专家对这次英语科目试卷评
省教育考试院盲目执行

上级领导的错误意见，造成
严重社会后果，承担直接责
任。责令省教育考试院向省
教育厅作出深刻检查；对省
教育考试院履行职责不力问
题进行通报。省教育考试院
党委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相关责任人责任追究
如下：
免去郭华巍省教育厅党
委书记、委员职务，
责令其辞
去省教育厅厅长职务。
免去王玉庆省教育考试
院党委书记、委员职务，
由省
纪委对其涉嫌违纪问题立案
审查。
对省教育厅党委委员，
省教育考试院党委委员、院
长孙恒予以诫勉。
由省纪委派驻省教育厅
纪检监察组，对省教育考试
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陈煜
军涉嫌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对其他相关责任人，按
照干部管理权限，由有关部
门作出相应处理。
据 都 市 快 报 12 月 5 日
消息，高考英语 12 月 6 日重
新发布成绩。如对成绩有疑
问，可在 12 月 7-9 日 向当
地相关部门提出申请。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

■相关链接
郭华巍简历

加权赋分

郭华巍，男，汉族，1965 年 10 月出生，浙江临海人，
1984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 年 8 月参加工作，在
职研究生学历，同济大学管理学博士。历任宁波市城
乡建委副主任、党工委委员，宁波市海曙区委常委、副
区长，宁波市镇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区长，区委书
记，宁波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宁波大学党委书记。2016
年 10 月任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副书
记。2016 年 11 月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2018 年 3 月
任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浙江省教育厅
厅长。2018 年 10 月任浙江省教育厅党委委员、
书记。

英语成绩进行
赋分并非常态。此
前，
浙江省公布的改
革试点方案中，
仅对
非语数外的选考科
目进行赋分。规定
以高中学考成绩合
格为赋分前提，
每个
等级分差为 3 分，起
点赋分 40 分。

主编：
王栋梁

首席编辑：
徐战方

实习生：汪炎

美编：康永红

浙江教育考试院公布的高考改革试
点方案

图编：吴仲舒 版式：朱永娜 校对：黎川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