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广播电视大学
宁电大教〔2020〕5号

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安排的通知

各分校（学院）、工作站、教学点（学习中心）及校内相关部门：

根据国家开放大学“国开考〔2020〕2 号”文件精神，宁夏电大决定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至 2020 年 7 月 5 日进行网络考试，2020 年 7 月 4 日至 6日进行期末纸质考试。

请各考点严格按照文件通知要求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相关工作。

一、考试安排

具体考试安排及相关要求详见附件。

二、考风考纪要求

1．各考点要严格执行国家开放大学全国统一考试的有关规定，做好试卷的保密和

管理工作，责任落实到人，对考试中出现的突发事件要在第一时间上报自治区电大，

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考试中出现的涉及试题泄露等重大问题，当事人将被移交司

法机关处理。

2．各考点领导要充分认识考风考纪建设和考试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对考试工

作的领导，切实做到思想上重视，制度上保证，环节上落实。加大对考务工作人员和

监考人员的考前培训力度，认真做好对学生的考风考纪和警示教育，落实考试安全责

任，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

三、特别注意事项

1.各考点在制定考试安排前，要认真研读本学期的考试文件内容及要求。

2.考试文件中没有安排考试的课程，区电大考务科将根据试卷征订情况另行通知。

3.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始，所有课程终结性考试取消“半开卷”。

4.远程学习支持服务中心和各教学点应结合教学安排和形成性考核任务时间要

求，对学生各次任务具体完成时间实施技术监控，确保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形成

性考核任务。

5.远程学习支持服务中心要对课程责任教师在学习网的评阅作业情况进行监控，

确保学生提交的作业得到及时的批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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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考点严格遵照《期末考试安排》（见附件 13）上报本学期考试安排。

四、宁夏电大考试工作联系方式

（1）监督电话：0951-2135102、5054646

（2）咨询电话：0951-5043573

（3）联系人：马会成

（4）试卷征订联系人：王海曦

（5）考试文件内容答疑：宋凌云

附件：

1.2020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课程相关说明

2.2020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相关工作要求

3.试卷征订工作要求

4.成绩报送工作要求

5.2020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时间安排

6.2020 年春季学期高等学历教育专科期末考试时间安排

7.2020 年春季学期不再安排全国统一考试的科目列表

8.2020 年春季学期部分课程考试使用对应课程的考试试卷表

9.2020 年春季学期共享专业课程期末考试安排

10.省开实训课程一览表

11.宁夏电大 2020 年春季学期试卷订单

12.宁夏电大 2020 年春季学期（高等学历教育专科）试卷订单

13.期末考试安排

宁夏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处

2020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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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课程相关说明

为确保本学期考试顺利进行，现对有关考试说明如下：

一、纸质课程考试说明

1.部分英语课程考试说明

（1）课程高级商务英语听说，专科课程英语听力（1）、英语听力（2）、英语听

力（3）终结性考试均为听力考试。

（2）课程高级英语听说（2），课程英语语音终结性考试包括听力考试和口试两

个部分，考试成绩各占终结性考试成绩的 50%。口试在听力考试完成之后进行，每位考

生用时 10 分钟（含抽签后的准备时间）。

（3）课程高级英语听说（2）、英语语音、英语口语（1）、英语口语（2）、英

语口语（3）终结性考试均为口试，在 2020 年 7 月 2 日至 5 日期间完成。口试题签袋

内装：（1）三组相同的考题，每组 3份题签，其中一组供学生抽签答题用，另两组供

教师评分使用；（2）评分标准 2份；（3）成绩登记表 4份。光盘可在支持 WAV 音频

格式的设备上播放，各考点要配备符合要求的放音设备。

以上课程听力考试所用光盘和口试所用题签由区电大统一征订。

2.开放性考试课程考试说明

附件中标注★的开放性考试（论文、大作业等），试题发布后自治区电大考务科

将及时通知各考点。试题发布时间为附件中相应课程“终考时间”的起始时间。其他

开放性考试由各考点联系远程学习支持服务中心，根据课程考核说明相关要求自行安

排。各考点须于 2020 年 7 月 9 日前将所有开放性课程考试作答结果及名单报区电大考

务科，由区电大统一组织评阅。

3.部分共享专业课程考试说明

部分共享专业的课程考试由专业建设分部命题并组织，区电大根据订卷情况与专

业建设分部联系，具体考试时间另行通知。

二、网络考试说明

（一）总体说明

1.网络考试通过国家开放大学终结性考试系统（kaowu.openedu.com.cn）进行。

技术支持由电大在线提供，联系电话： 010-57519325 、 57519326 ，邮箱：

kaowu@ouchn.edu.cn。

2.网络考试系统每天开放时间为 8:30-20:30。网络考试提供随学随考和一次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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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两个数据包。随学随考数据包于 2020 年 5 月 4 日发布，一次性考试数据包于 5月 29

日发布。如果部分课程因为题库调整，其随学随考数据包不能按时提供，该课程考试

将会在一次性考试数据包中提供。

3.随学随考，同一科目，学生可多次报考，多次考试，成绩以最高一次成绩记录；

一次性考试，同一科目，学生只能报考一次。

4.各考点依据自治区电大发布的网络考试计划制定实施性考试计划，并组织考试。

5.为使学生熟悉考试系统环境，全学期提供模拟练习，每门课程模拟时间长度为

30 分钟。测试数据包于开学初发布，请各考点做好模拟考试组织工作。

（二）部分课程考试说明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

五门课程终结性考试成绩和最终综合成绩须同时及格（≥60 分），才能通过考试获得

学分。教师评阅答卷的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5 日。

2.课程计算机文化基础（试卷号 2304）考试网址为 jsjks.szrtvu.com.cn，考试

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 日至 7月 5日。

三、形成性考相关事宜说明

（一）形成性考核

本学期开始总部对课程形成性考核进行重新分类，分为“纸质” 和“网络”两种

类型，本学期统设必修课程的形成性考核（作业）已通过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发布，

发布形式为在线试题或考册电子文件 。

1. 纸质类型的形成性考核：学生可以从学习网下载形考册电子文件并打印成纸质

材料后作答，也可通过纸质形考册作答。

2.网络类型的形成性考核：学生通过习网的课程页面在线作答试题或在线进行相

关学习活动。

国家开放大学习网技术支持联系人：李彩霞、王卫燕，联系电话：010-57519674、

57519606。

（二） 形成性考核起止时间

所有课程形成性考核任务的总体起止时间由总部控制。开始时间为开学初，学生

完成截止时 2020 年 6 月 30 日，教师评阅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5 日。各门课程各次

形成性考核任务的具体完成时间及要求详见各门课程的考核说明。

（三）部分 100%形成性考核课程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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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自动化、简明现代汉语、中国文学经典秘书职业生涯规划、秘书职业生涯规、

公关与沟通、欧美文学经典六门课程最后一次形成性考核任务及相关要求由自治区电

大统一发布。发布任务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5 日，各考点须于 2020 年 7 月 5 日前将作

答结果及名单报区电大考务科，由区电大统一评阅。

（四）100%纸质形成性考核课程试说明

学生完成国开纸质形考作业，由教学点组织相关课程教师批阅，由远程学习支持

服务中心百分之百审核验收，审核后成绩单交考务科。

四、本科（专科起点、高中起点）部分课程考试相关事宜说明

本科学生必须通过计算机应用基础（本）及英语相关课程考试。

（一）课程计算机应用基础（本）（试卷号 1200）终结性考试为网考，考试计划

包单独发布，发布时间同基于网络考试计划数据包。课程技术支持由朔日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联系电话：010-51659798-8006、8007、8008，技术支持电话：4000123997，

邮箱：support@sower.com.cn。

（二）英语专业（含方向）和商务英语专业（含方向）本科学生须通过高级英语

（2）课程考试，终结性考试形式为网络考试，具体安排见附件 5。

（三）非英语类专业（英语和商务英语专业以外的其他专业）本科学生须按照专

业规则选择开放英语 4（英语Ⅱ（2））、人文英语 4、理工英语 4、管理英语 4、商务

英语 4 中对应的一门课程进行考试，以上五门课程是网络考试终结性考试形式，具体

安排见附件 5。

（四）开放英语 4、理工英语 4、商务英语 4、人文英语 4、管理英语 4、高级英语

（2）六门课程的终结性考试成绩和最终综合成绩须同时及格（≥60 分），才能通过考

试获得学分。开放英语 4、理工英语 4、商务英语 4、人文英语 4和管理英语 4之间不

可互相替代，各分部须按选课、报考课程录入相应课程的成绩，否则将导致课程考试

成绩无效。

五、部分停开或更名课程考试说明

（一）分部自行组织考试的课程

由于专业及课程调整，本学期部分课程调整为省开课程或者停开，由自治区电大

根据课程考核说明及国家开放大学有关要求自行命题并组织考试，具体课程见附件 7。

（二）课程使用考试试卷的说明

部分课程停开或更名，课程考试使用其他对应课程的考试试卷（见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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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相关工作要求

为确保 2020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顺利完成，各考点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考试组织

1.根据国家开放大学有关考试组织工作的要求，各考点须制作学生考试通知单并

发至学生，学生须凭考试通知单、学生证和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等）进入指定考场

参加考试。

2.编排考场时，要特别注意将开卷考试科目、闭卷考试科目分别编排考场，坚决

不得混编。

3.屏蔽仪确保能够有效屏蔽手机信号，需更新的设备要及时更新。

4.试卷装订要求：

（1）不同考试科目按试卷号装订，不得错订、漏订、混订。

（2）相同考试科目试卷按学号顺序装订，缺考学生也要按座位号顺序装订。不得

将缺考学生信息写在一张试卷上面。

5.做好“考场签到单”的保管工作，以便成绩查询时使用。

6.严格执行国家开放大学的“日报告”制度。要求各考点在每天考试结束时，将

当日考试情况通过电话或 QQ 向考务科报告。

报告格式：内容 + 单位名称、报告人（单位负责人）。

二、上报考试安排及总结

1.各考点在 6月 30 日前将本考点《2020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安排》的电子版报考

务科，领取试卷时，请务必将本考点《2020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安排》纸质版报考务

科备案。

2各考点在上交试卷时，请务必将本考点 2020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工作总结报考

务科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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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试卷征订工作要求

为顺利完成本学期试卷征订工作，现要求如下 ：

1.各类试卷的征订工作截止时间为 5月 9 日，漏报、逾期不报的事后不予补订。

试卷数要严格按照学生报考数征订，允许的富余数为≤5%，超过部分将按每份 10 元收

费。

各考点应将电子版试卷订单（Excel 制作）发送至考务科邮箱（电子邮箱：

nxddkwkgg@qq.com），并派专人到考务科对打印的纸制订单加盖公章进行确认。

2.试卷订单中的课程将严格区分考试单位为国家开放大学和省级电大，考试单位

为国家开放大学的课程必须征订国家开放大学的试卷，考试单位为省级电大的课程必

须征订宁夏电大的试卷。

3.终结性考试采用网上考试的课程，以及实训课不需要征订纸质试卷。

4.对于需征订口试题签和光盘的课程，请各考点在征订试卷时认真核查，不得遗

漏。

5.对于考试文件中已明确更名的课程，各考点在试卷征订时须使用新的课程名称

及试卷号。

6.各考点于 2020 年 7 月 1 日、2 日到考务科领取试卷。各考点须在规定的时间内

派试卷专管人员（两人以上）和专车到区电大考务科办理领卷手续领取试卷。试卷在

运送途中须有两人以上守护，做到人不离卷。不得在途中随意停留，与运卷无关人员

不得搭乘运卷车，严禁携带试卷出入公共场所。试卷须当天送达考点，并由专人负责

存入保密室保管，同时电话报告考务科（0951-5043573）。

7.试卷在考前属国家秘密级，只能在规定时间由监考人员在考场当众拆封。严禁

任何单位在考前及考试开始后复印试卷，违者将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8.考试结束后送交试卷时间 7 月 7 日，交回试卷前要认真填写试卷交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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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成绩报送工作要求

为确保本学期成绩顺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现对成绩报送工作要求如下：

一、 成绩报送要求

（一）关于课程形成性考核管理的要求

1.各单位在教学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宁夏电大关于课程形成性考核的实施意见》

中的要求规范管理课程形成性考核。

2.成绩必须装订成册（开放教育本科、专科和高等学历教育专科须分开装订），

清楚标明课程的试卷代码，并于 2020 年 7 月 4 日前报考务科。

3.不上报形成性考核成绩的课程说明如下：补修课程、毕业实践环节课程、专业

规则中考试单位为“省”且含有“实训”两字的课程、学位论文指南、学位外语不上

报形成性考核成绩；高等学历教育专科的选修课和自开课不上报形成性考核成绩。

(二)其它成绩的报送要求

1.实践环节（毕业论文、实习报告、毕业设计等）、补修课、实训课等成绩的报

送时间一律截至到 2020 年 7 月 4 日。

2.考试方式为大作业、论文论述题及调查报告，上交试卷时需附学生成绩表（一

式两份，加盖教学点公章）。

课程成绩表

教学点名称： 试卷号：

序号 学号 姓名 成绩 序号 学号 姓名 成绩

阅卷人：

3.实训课成绩报送要求

实训课（附件 11）成绩按《宁夏电大关于进一步加强实训课程成绩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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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电大教〔2012〕21 号）执行。

4.其它要求

教学点上报成绩时须按成绩类型（形成性考核成绩、实践环节成绩、补修课成绩、

成人高等学历自开课成绩）分类装订，并附成绩统计表。（样表如下）

成绩统计表

教学点：

序号 课程名称 试卷号 人次 备注

1

2

3

4

合计

二、关于选课及报考的要求

各考点须严格按照专业规则（教学计划）进行开放教育本、专科选课及报考和报

考确认；所有课程应先报考确认后，再安排学生参加考试。凡因未进行报考确认，或

课程注册（选课）和报考错误而不能正常录入教务管理系统的，课程考试成绩将不予

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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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国家开放大学全国统一考试

2020 年 春季 学期

期

末

考

试

安

排

宁夏分部***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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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期末考试安排
考试基本情况（包括考场基本情况，考试门次、考次等基本

信息）

一、考试组织机构

主考：

副主考：

考点办公室成员：

试卷保密：

安全保卫组：

后勤保障：

二、对考务及监考人员的培训安排（考务会）

三、考点地址

四、考点联系方式（联系人姓名及电话）

附：

***考点考场统计表

序号 日期 时间 考试门次 总考场数 考生人数 是否有留考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