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 

第十次课程考试的通知 

 

学会发〔2019〕38 号 

 

各试点学校、各考生： 

根据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工作安排，第十次课程考试

工作将于 2019年 7 月正式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项目管

委会”）。 

二、考试科目（共七门） 

微积分、解析几何与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物理力

学、通用学术英语（含口语）、文学写作、微观经济学。 

考试说明可在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官方网站

（www.csecap.com）查看。课程教材本着学生自愿购买的原则，

可在高教社网上书城（www.hepmall.com.cn）或高等教育出版社

天猫旗舰店（gdjycbs.tmall.com）自主购买。 

三、考生范围 

http://www.csecap.com/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s://gdjycbs.t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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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课试点学校学生、爱课程网中国大学先修课学员，以及

有兴趣的高中学生，均可自愿报名参加。 

四、考试时间及地点 

（一）笔试安排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微积分 10月 19日（周六）上午 8:30-11:30 

解析几何与线性代数 10月 19日（周六）下午 14:30-17:3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0月 20日（周日）上午 8:30-11:30 

物理力学 10月 20日（周日）下午 14:30-17:30 

通用学术英语 

（笔试） 
10月 26日（周六）上午 8:30-10:30 

文学写作 10月 26日（周六）下午 14:30-17:00 

微观经济学 10月 27日（周日）上午 8:30-11:30 

 （二）口试安排 

本次通用学术英语（口语）考试安排如下所示： 

1.考试方式 

口试采用手机或电脑登录网上视频考试系统，老师通过一对

一网上视频交流对考生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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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时间 

考试在 2019 年 10 月 27 日-11 月 3 日期间进行，考生按预

约时间按时上线考试。未在规定时间内加入群或未按系统要求考

试的，按缺考处理。 

3.考试准备 

考生根据分组（分组信息计划于 10 月 10 日在本通知页公

布），于 2019 年 10 月 27 日-11 月 3 日期间加入考试群（QQ群号

见准考证），并预约考试时间。加入群时的验证信息填写本人准

考证号+姓名（准考证号见本人准考证或短信通知），加入群后立

刻查看群内文件“口语听力测试须知”，并按要求做考试前准备。 

4.网上考试软硬件要求 

考生须自备具有摄像头及耳麦的计算机或手机，推荐通过 2M

以上带宽的宽带上网，计算机或手机预装腾讯 QQ软件。 

五、报名方式及流程 

考生可于 2019年 7 月 16日-10月 7 日，登录中国大学先

修课程试点项目官方网站（www.csecap.com）进行注册： 

（一）学校组织报名 

试点学校考生由本校中学管理员生成账号完成注册。 

（二）学生自助报名 

1.考生可以下载学生考试报名信息统计表（附件 4），填写

后发送至 CAP考评办邮箱 capkpb@cse.edu.cn 报名注册考试。 

mailto:填写后发送至CAP考评办邮箱capkpb@cse.edu.cn
mailto:填写后发送至CAP考评办邮箱capkpb@cs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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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生也可参与爱课程网中国大学先修课程学习

（http://cap.icourses.cn/），并获得认证证书后，登录爱课

程网进行报名注册考试。报名网址： 

http://forum.icourses.org.cn/front/cap.htm 

（三）交费、打印准考证 

考生注册成功后，报名交费；并于 10 月 16日后核实准考

信息，打印准考证。 

注意事项： 

（1）考生个人账户账号默认为考生的身份证件号，请务必

填写正确。 

（2）未完成交费环节的视为自行放弃该学科考试。 

（3）9 月 30 日前，CAP 考评办与爱课程网于每周周一统一

为上一周报名的考生生成账号；10 月 1-7日期间，CAP 考评办与

爱课程网于每晚 11 点为当天报名考生生成账号。 

（4）考场原则上设在考生所在省的省会或主要城市，具体

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六、收费标准及交费方式 

本次考试收取考试费 90元/门，由考生通过个人账户登录官

网在线交纳。电子发票可于考试后，以邮件的形式发送至考生报

名所填留的邮箱，注意务必准确填写开票的相关信息。 

成功报考第九次考试的学生，可免费报考第十次考试，免费

科目与第九次成功报考科目一致。 

http://forum.icourses.org.cn/front/ca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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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报考本次考试的考生，可根据自身需要，免费申请第十

一次考试（预计 2020 年 4月考试），免费科目与第九次成功报考

科目一致。 

七、其它资助及奖励政策 

（一）贫困学生考试费资助 

学习并参加本次课程考试（2019年 10 月）的家庭困难的学

生，符合相关条件的，可申请考试费用资助（具体要求见附件 1）。 

（二）奖学金 

本次考试将针对考生设置一、二、三等奖学金（具体奖学金

授予标准和申请程序见附件 3）。 

（三）奖教金 

本次考试将针对试点中学教师设置奖教金（具体奖教金授

予标准和申请程序见附件 3）。 

八、联系方式 

考试相关问题请咨询考试与评价办公室，网站操作和报名问

题请咨询考务办公室，MOOC 学习的相关问题请咨询爱课程办公

室： 

（一）考务办公室 

联系人：彭老师 

联系 QQ：764166298 

（二）考试与评价办公室 

联系人：沈老师、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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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8311375051、010-84022806 

（注：如若未能拨通，可短信留言，工作人员会尽快回复） 

电子邮箱：capkpb@cse.edu.cn 

（三）爱课程办公室 

联系人：徐老师 

联系电话：010- 58581808 

 

附件：1.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贫困考生考试费资助方

案（试行） 

2.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贫困考生考试费资助

申请表 

3.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教考奖励方案（试行） 

4.学生考试报名信息统计表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管理委员会 

                     （中国教育学会代章） 

                        2019年 7 月 16日 

  

mailto:capkaoshi@cs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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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 

贫困考生考试费资助方案（试行） 

 

一、资助对象及其条件 

1.资助对象 

参加中国大学先修课程学习和考试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

生。  

2.资助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中国籍在读高中学生；  

（4）学习勤奋努力，学习成绩优良，综合素质较高；  

（5）自愿参加公益服务和实践活动；  

（6）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3.优先资助有以下特殊情况的学生  

（1）孤残学生； 

（2）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学生； 

（3）烈士子女； 

（4）少数民族学生； 

（5）单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6）农村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家庭学生等。 



 

8 
 

 

 

二、资助标准和名额 

经审核纳入本项目资助对象的学生按申请流程及要求提供

合法有效的证明后，CAP项目将退还当次考试费用（最高不多于

3 门（含）考试费用的总和）。每次的资助名额暂定为考生人次

的 5%左右（具体名额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三、申请审核程序 

1.个人申请。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填写《中国大学先修课

程试点项目贫困考生考试费资助申请表》（附件，一式两

份），向学校提出申请。 

申请时需同时提交以下文件： 

（1）受助学生身份证复印件； 

（2）在读证明（学生证复印件）； 

（3）受助学生本人的银行开户信息、账号，或主要监护人

的银行开户信息、账号及监护人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 

2.学校审核。学生所在学校对申请的学生进行评选和审核，

班主任及学校填写审核意见并盖学校公章，向中国大学先修课程

试点项目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报送学校审核通过

的学生名单和申请表（邮件地址：capkpb@cse.edu.cn）。 

3.受理及审核。管委会受理、汇总、审核申请人提交的申请

材料，确保受理材料的真实性及完整性，以及确认符合资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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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相关领导批准。 

4.实施资助。管委会向申请人退还考试费，完成资助。如果

无法提供账号的也可通过汇款等方式完成资助。 

5.反馈。管委会将在官网上（www.csecap.com）公布最终确

定的资助名单。（名单将以编号方式呈现，不会出现学生个人信息） 

四、具体申请办法 

（一）申报时间： 

2019年7月16日-9月28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沈老师 

联系电话：18311375051  

电子邮箱: capkpb@cse.edu.cn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 25号 5层中国教育学会 

 

 

 

 

 

 

 

 

 

mailto:capkpb@cs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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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贫困考生考试费资助申请表 

本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入学时间 
 

所在班级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班主任电话  

银行卡号  银行卡开户行  

报考科目    

曾获何种奖励  

家庭经济 

情况 

家庭户口 □ 城镇   □ 农村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月收入  人均月收入  

家庭收入来源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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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姓名  母亲姓名 
 

监护人联系方式  
与监护人

的关系 

 

申请理由 

 

 

 

 

 

 

 

 

 

 

 

 

 

 

 

 

 

班主任审核

意见 

 

 

 

 

 

 

班主任签名： 

学校审核意见

（盖公章） 

 

 

 

                   （加盖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中国大学先

修课程试点

项目管理委

员会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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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 

教考奖励方案（试行） 
 

一、 奖学金 

为鼓励高中学生参加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的学习与

考试，考试将根据学生最终考试成绩设置一、二、三等及优秀奖

学金，具体奖学金额度及获奖比例如下表所示。 

类别 奖学金额度 获奖比例 

CAP一等奖学金 500元 百分等级前 3%（含）且绝对分 80（含）以上 

CAP二等奖学金 300元 百分等级前 5%（含）且绝对分 80（含）以上 

CAP三等奖学金 200元 百分等级前 10%（含）且绝对分 70（含）以上 

*注：当考试出现整体绝对分或整体百分等级偏低的情况时，奖学

金评比将根据本次考试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在考试结束后的 6 个月内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将在官网上（www.csecap.com）公

示获奖名单。最终确定的获奖学生根据奖学金申领通知的要求填

报信息，将获得由中国教育学会颁发的荣誉证书和相应额度的奖

学金。 

奖学金以银行汇款的方式进行发放，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二、 奖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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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在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中辛苦付出的中学

教师，CAP 考试还将设置团队型（原则上不超过 10 人）的奖教

金。奖教金仅面向 CAP试点中学设立，根据教师所指导学生参加

考试情况最终确定，具体额度及获奖比例如下表所示。 

类别 奖教金额度 获奖要求 

卓越奖教金 3000元 

每学科每次考试设不超过 1个（可空缺）。单科考

试 80%（含）以上百分等级人数最多的学校，并列

时平均百分等级高者获奖。 

突出奖教金 3000元 

每学科每次考试设不超过 1个（可空缺）。单科考

试参考人数最多且平均百分等级 50%（含）以上的

学校，并列时平均百分等级高者获奖。 

*
注：实际获奖根据当次考试的实际情况最终确定。 

考试结束后的 6个月内管委会将在官网上（www.csecap.com）

公示获奖名单。最终确定的获奖试点中学的教学团队，根据奖教

金申领通知的要求填报信息，将获得由中国教育学会颁发的荣誉

证书和相应额度的奖教金。 

奖教金以银行汇款的方式进行发放，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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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学生信息导入模板 

使用说明：1、生成的初始账号为学生的证件号，初始密码为证件号后 6 位； 

 

          2、年级填写格式：高一、高二、高三 

 

          3、如在另外文档中将内容复制到此文档，请将内容格式清除，勿将空白单元格复制到此模板

中。 

 

          请如实填写以下各项内容，相关资料会严格保密，请放心填写。 

 

          注：请勿删除此使用说明，从第 4 行开始填写数据。带*为必填项，必须填写；不带*为选填项，

可填可不填。 

*年级 *姓名 *性别 *学生学籍号 *国别 
*证件类

型 
*证件号 

*电子邮

箱 

*联系电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