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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公布 2021 年

城区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特长班（生）

招生项目及计划的通知

各县（区）教体局，开发区教体办，湾里管理局教科体办，

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

为推动我市普通高中特色发展，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

展需要，促进学生个性和潜能发展，经学校申报、市教育局

认真研究，现将 2021 年城区普通高中学校特长班（生）招

生项目及计划（详见附表）予以公布，并就做好 2021 年特

长班（生）招生录取和办学工作提出如下要求，请予以贯彻

落实：

1.各招生学校要严格按照《南昌市教育局 2021 年高中

阶段招生工作实施意见》有关特长生招生工作的要求及下达

的特长班（生）招生计划（详见附表）招生。严格规范特长



班（生）的招生秩序，切实落实特长班（生）招生工作责任

制和责任追究制，严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2.各招生学校要成立特长班（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认真制定招生方案和简章，明确报考时间和要求、专业测试

安排、中考成绩最低控制线、专业测试成绩公布时间及录取

办法等，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组织好专业测试。

各招生学校在组织专业测试时，要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的要

求，全程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考场实

行封闭管理，严格控制考场内人数。各招生学校特长班（生）

招生简章于 6 月 5 日前报市教育局和市教育考试院审核备

案，联系人：王涛，联系电话：83986480，魏小辉，联系电

话：86213989。

3.特长班招生坚持质量至上的原则，今年继续实行招收

体艺特长生最低文化分数线控制，其中艺术生录取分数不低

于报考学校统招录取分数线的 75%；体育生录取分数不低于

报考学校统招录取分数线的 60%，且学业水平考试体育成绩

不得低于 54 分。各招生学校在市定最低控制线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设定本校特长生文化录取分数线。南昌八

一中学国防班和南昌实验中学艺术特长班可面向全市招生。

4.各招生学校招收的特长班（生）要严格执行公办普通

高中的收费标准，严禁以特长班（生）名义收取任何就读费

用。加强特长生（班）教学管理，在组织实施教学中不得缩

减普通高中课程，必须是在完成国家规定普通高中课程基础



上增加特色教学课程。

5.各招生学校要加强对特长班专业教师的培养，组建一

支在编在岗、能够胜任特长班教学的教师团队，不断改善特

长办学所需的硬件条件，积极建设特色课程体系，有效拓宽

特长学生的成长、升学和深造渠道，确保特长班（生）教育

教学工作质量提升并取得实效。

6.实行特长招生学校动态管理，每年对学校招收的特长

生培养情况进行抽查，根据抽查情况予以通报。对于检查未

通过的学校，责令其整改，并缩减其该项特长生招生计划直

至取消该项目的特长招生资格。

相关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参照以上要求，指导所辖

普通高中学校做好特长班（生）的招生录取和办学工作。

附件：2021 年南昌市城区公办普通高中特长班（生）招

生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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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2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 日印发



附件

2021 年南昌市城区公办普通高中特长班（生）招生计划表

单 位
招生计

划

招生类

别
招生项目 备 注

总 计 1660 另国际班招生计划 250 人

1.第一批次重

点
352 另国际班招生计划 250 人

南昌一中 50 艺术 1个国学素养班 50 人。

南昌二中 100
体育、国

防

体育特长生 20 人（篮球 8

人，足球 12 人），海军航空

实验班（男生）80 人。

另该校国际班（中加班）招生 150 人。

南昌三中 30
体育、艺

术

体育特长生 15 人（男排 8

人，男篮 7人），艺术特长

生 15 人（舞蹈 7人，民乐 8

人）。

另该校国际班（中美班）招生 100 人。

南昌十中 25 体育
体育类特长生 25 人（击剑

15 人，高尔夫 10 人）。
新增高尔夫特长生 10 人。

南昌十中经开

校区
10 艺术

文艺特长生 10 人（电影文

化）。

另该校区非统招特色班计划 100 人

（科技创新特色班），其收费标准按

照培养成本核定并报物价部门备案。

南昌十九中 30
体育、艺

术

体育特长生 17 人（排球 8

人，篮球 6人，田径 3人）；

艺术特长生 13 人（民族舞 7

人，器乐 6人）。

南昌外国语 50 其他 外语特长班 50 人

南昌铁路一中 27 其他 国学特长生 27 人

江西师大附中 30 体育

体育特长生 30 人（田径 12

人，篮球 5人，排球 5人，

足球 8人）。

因疫情，该校国际班（中美班）今年

不招生。

2.第二批次重

点
455

南昌十五中 25 艺术 美术特长生 25 人

南昌十七中 20 体育
体育特长生 20 人（田径 10

人，足球 10 人）。



实验中学 250 艺术

美术特长班 150 人，声乐 20

人，器乐 30 人，舞蹈 20 人，

播音 30 人。

八一中学 115
国防、其

他

国防特色（国防班 50 人，士

官生班 40 人），韩语特长生

25 人。

该校国防班 50 人招生列入第一批次

志愿。新增士官生班 40 人。

洪都中学 30
体育、国

防

体育特长生 20 人（足球 10

人，田径 10 人），国防科技

特长生 10 人（机器人 4人，

航模 3人，海模 3人）。

南师附中 15 艺术 美术特长生 15 人。

3、省建设重点

高中、一般普

通高中

853

A 档 398

南昌八中 23 体育 篮球特长生 23 人。

南昌十二中 20 艺术
音乐特长生 10 人，动漫 10

人。

南昌十三中 15 科技 VR 特长生 15 人。

南昌十六中 20 艺术 美术特长生 20 人。

南昌二十三中 100 其他 空乘班 100 人。

朝阳中学 220
体育、艺

术

传媒特长班 200 人，体育特

长生 20 人（女篮 10 人，男

排 10 人）。

B 档 455

南昌十四中 15 体育
体育特长生 15 人（排球 10

人，篮球 5人）。

南昌十八中 400 艺术
美术特长班（含书法）350

人，音乐特长生 50 人。

南昌廿六中 15 体育
体育特长生 15 人（田径 15

人）。

江西财大附中 10
体育、艺

术

体育特长 6人（足球 2人，

篮球 2人，田径 2人），美

术特长生 4人。

南钢中学 15 体育 排球 15 人

注：1.特长班（生）类别包含体育、艺术、科技、国防及其他特色；其他指外语、国学、空乘等。

2.各校特长生招生简章详见南昌教育考试院网站。

3.国际班招生计划 250 人，不包含在特长生招生计划数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