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交利物浦大学 2020 年综合评价录取 
常见问题解答 

 

1. 你校在哪些省份实施综合评价录取招生？ 

江苏省和广东省。 

2. 你校 2020 年综合评价录取计划是多少？ 

江苏省：根据江苏省规定，我校 2020 年在江苏省综合评价录取招生人数不超过我

校本年度全国本科批次招生计划总数的 5%（具体招生计划以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为

准）。 

广东省：80（以广东省招生办公室最终公布为准）。 

3. 你校综合评价录取有哪些选拔程序？综合成绩评定办法是什么？ 

具体内容请参考考生所在省份的我校 2020年“综合评价录取招生简章”。 

4. 你校 2020 年在江苏省综合评价录取招生的报名时间？ 

5 月 10 日至 5 月 25 日。 

5. 你校 2020 年在广东省综合评价录取招生的报名时间？ 

5 月 10 日至 6 月 10 日。 

6. 你校综合评价录取如何报名？ 

凡 符 合 报 名 条 件 的 考 生 ， 请 在 报 名 截 止 日 期 前 登 录 我 校 官 网

（http://www.xjtlu.edu.cn）在线申请系统完成网上报名。 

7. 综合评价录取和本一批录取的志愿填报是否冲突？ 

不冲突。如果按综合评价录取方式的志愿未被录取，不影响后续本批次志愿填报；

如被综合评价录取方式录取，则后续本科批次志愿作废。 

8. 往届生可以报考综合评价录取吗？ 

可以 

9. 在线申请表中的“考籍地”如何填写？是否对初审有影响？ 

请申请者务必在系统中选择正确的考籍地，否则将不被纳入所在考籍地的审核名单。

广东考生选择广东作为考籍地，江苏考生选择江苏作为考籍地。 



10. 申请综合评价录取招生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请在申请系统中按照提示要求上传以下材料： 

1) 本人身份证（身份证正反面均须扫描上传） 

2) 高中阶段考试成绩单 

• 须在我校报名系统中的“高中阶段成绩”模板中如实填写完成，并将其打印

后交由中学学籍主管部门审核盖章，上传至报名系统。其他形式的成绩单

不予审核。 

• 成绩单包括高一至高三历次期末考试成绩、高三年级距离 2020 年 5 月 10

日最近的一次模考成绩（各科得分、总分及各科满分必填，年级排名尽量

填写）。 

3) 英文版个人陈述 

• 主要说明个人学术背景、兴趣爱好和专长、个人发展规划等等。 

• 可手写或打印，400 词左右，英文撰写，并由本人签名承诺自主完成。 

4) 一封由主课教师、班主任或校领导写的推荐信 

• 中英文均可，无具体的格式要求，内容不超过一页 A4 纸，右下角需有老

师的手写签名和联系方式。 

5) 高中阶段主要获奖证书复印件 

• 考生申请材料中有关获奖证书等应在 2020 年 5 月 10 日之前取得，不得

事后补报。论文、专利、中介机构举办的竞赛（活动）不予认可。 

• 全国中学生五大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获奖证书（国家级和/或省级）。 

• 其他权威性高、公信力强的竞赛获奖证书（不超过 6 个）。 

11. 上传材料有哪些要求？ 

1) 为了不影响报名，请确保上传的报名材料正确，内容清晰可见，易查看。拍

照时尽量把页面的字拍得清晰，如不能保证拍照清晰度，建议将报名所需的

纸质材料扫描为 PDF 文件后进行上传。 

2) 报名系统仅支持 pdf、doc、docx、jpg 或 png，且单个文件大小不得超过

20M。 系统不支持压缩格式（后缀为 zip, rar 等）文件。 



3) 请勿上传向左或者向右旋转的图片，请将图片旋转为正面再上传。 

4) 上传前请将材料按实际内容命名，例如，“身份证正面扫描件”、“身份证反面

扫描件”。 

5) 材料上传后不可预览，请在上传材料前仔细检查文件，确保文件正确、清晰

且可打开。 

6) 点击“Attach file”即可上传文件，且只可上传一份文件。如有多个文件需要上

传，请将文件扫描合并成一份 PDF 文件或将照片拷贝至一份 doc 文件中。 

请按以上要求上传，否则可能导致上传失败，材料无法识别和被审核。 

12. 需要提供高中每个学期的平时成绩证明吗？ 

需要。 

13. 招生简章中的成绩和获奖证书须经中学公示是指什么，要如何操作？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普通高校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相

关要求，“在报名申请阶段，所有申请综合评价录取的考生名单、考生提交的成绩

以及反映其综合素质的相关材料（竞赛获奖证书等）均须经中学审核并在学校网站

和班级详尽公示，公示结果须由中学校长签字确认。” 

考生提交的高中成绩须经中学公示是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的相关要求，中学是否执行

到位由中学负责。我校对成绩单的要求是“须在我校报名系统中的‘高中阶段成绩’模

板中如实填写完成，并将其打印后交由中学学籍主管部门审核盖章，上传至报名

系统。”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普通高校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可访问

http://www.jseea.cn/contents/channel_80/2020/04/2004241646605.html阅读原文。 

14. 你校对高中阶段成绩单的相关要求是什么？ 

• 须在我校报名系统中的“高中阶段成绩”模板中如实填写完成，并将其打印

后交由中学学籍主管部门审核盖章，上传至报名系统。其他形式的成绩单

不予审核。 

• 成绩单包括高一至高三历次期末考试成绩、高三年级距离 2020 年 5 月 10

日最近的一次模考成绩（各科得分、总分及各科满分必填，年级排名尽量

填写）。 

http://www.jseea.cn/contents/channel_80/2020/04/2004241646605.html


15. 考生需要提供个人陈述和推荐信吗？ 

需要。 

16. 你校对个人陈述的相关要求是什么？ 

• 主要说明个人学术背景、兴趣爱好和专长、个人发展规划等等。 

• 可手写或打印，400 词左右，英文撰写，并由本人签名承诺自主完成。 

17. 你校对推荐信的相关要求是什么？ 

• 一封由主课教师、班主任或校领导写的推荐信 

• 中英文均可，无具体的格式要求，内容不超过一页 A4 纸，右下角需有老

师的手写签名和联系方式。 

18. 你校对高中主要获奖证书的相关要求是什么？ 

• 考生申请材料中有关获奖证书等应在 2020 年 5 月 10 日之前取得，不得

事后补报。论文、专利、中介机构举办的竞赛（活动）不予认可。 

• 全国中学生五大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获奖证书（国家级和/或省级）。 

• 其他权威性高、公信力强的竞赛获奖证书（不超过 6 个）。获奖证明人填

写可以证明考生获得该奖项的老师即可。 

• 须将原件扫描上传，确保扫描件清晰。 

19. 你校是否接受专家、中学或社会团体对考生的实名推荐？ 

不接受。 

20. 广东和江苏的学业水平测试成绩不需要填写和上传吗？ 

是的。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由当地教育考试院统一提供给高校，不需要考生上传和填

写。 

21. 报名时间截止后，你校允许考生补充材料或修改申请表吗？ 

不允许。 

22. 提交后发现材料有误希望修改可以吗？ 

在申请表提交之后申请者将不能做任何改动。提交之前请认真检查填写信息并及时

保存。感谢您的配合。 



23. 学籍所在中学和当前就读中学不是同一所中学，应该哪所中学盖章？复读生或借

读生如何填写高中信息或上传高中阶段成绩？以学籍学校还是借读学校为准？ 

以学籍所在中学为准填写。如高中阶段成绩单在借读学校获取，则须写一份带有申

请者签名的说明文件，说明学籍学校和借读学校之间的关系，可与经借读学校盖章

的高中阶段成绩单合并成一个 PDF文件上传。 

24. 复读生可以报考综合评价录取吗？ 

可以。 

25. 复读学生的成绩单如何填写和盖章？ 

复读学生高一和高二成绩按原高一高二成绩填写，并去原学校盖章；高三成绩填写

复读当年成绩，并去复读学校盖章。同时考生家长需要附说明，表明成绩来源于两

个学校的原因并签字，与盖章成绩单合并上传。如在原学校复读，则填写高一高二

和复读当年成绩，并由学校教务盖章。 

26. 你校综合评价录取报名时需要交费吗？ 

根据《关于进一步明确我省高校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价费〔2007〕423

号，苏财综〔2007〕92 号，苏教财〔2007〕89 号）规定，请报名考生于报名截止

日期之前通过在线申请系统（目前只支持微信扫码缴费方式）缴纳相关费用人民币

60元。该费用一旦缴纳，不予退还。 

27. 是否需要邮寄材料？ 

我校综合评价录取初审以申请系统内上传的申请材料为准，不接收纸质材料。 

28. 考生如何判断是否报名完成，即在线申请已提交且缴费成功？ 

考生只需进行在线申请，并按照申请系统提示完成信息填写、材料上传、在线缴费

和提交等所有环节，收到微信缴费成功提示且申请状态显示为“Application 

Submitted（申请已提交）”时，报名完成。详细操作可参见“在线申请步骤和帮助”

第五步：查询缴费及申请状态。 

29. 综合评价录取报名申请截止后，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得知初审结果？ 

只有当申请者的申请表及申请材料都被完整接收且评审费用成功缴纳后，申请才算

完成，审核才会开始。如果申请表、申请材料和评审费在申请截止日前没有被收到，

申请可能会被拒绝。 



报名截止日期后，一般至少需要等待两周左右时间。届时，学生可以在申请系统中

查询到自己的初审结果。详细操作可参见“在线申请步骤和帮助”第五步：查询缴费

及申请状态。同时，初审合格考生名单将按照教育部及江苏省教育厅的相关规定进

行公示。初审合格的考生获得我校自主评估面试资格。 

30. 通过初审后，什么时候能收到自主评估面试准考证（面试邀请函）？ 

我校将通过报名系统向获得面试资格的考生发布面试准考证。一般在七月上旬（面

试前一至两周）发放。届时，通过初审的考生可以在申请系统中查询到自己的面试

准考证信息。具体查询步骤请参照 “在线申请步骤和帮助”第五步：查询缴费及申请

状态。 

31. 2020 年江苏和广东的综合评价录取自主评估面试什么时候举行？ 

广东省：拟定于 2020年 7月 11-12日进行面试； 

江苏省：拟定于 2020年 7月 11-12日进行面试。 

最终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请相关考生以面试准考证为准。 

32. 2020 年你校综合评价录取对广东省考生的高考投档成绩和学业水平成绩要求？ 

我校对广东考生的高考投档成绩和学业水平测试等级要求为： 

1) 考生的高考投档成绩须不低于高分考生优先投档线； 

2) 考生的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的三门科目均须达到C级及以上等级。 

33. 2020 年你校综合评价录取对江苏省考生的高考投档成绩和学业水平成绩要求？ 

我校对江苏考生的高考投档成绩和学业水平测试等级要求为： 

1) 考生的高考投档成绩须不低于所属科类本科第一批省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2) 考生的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的两门选修科目必须达到BC及以上等级。 

34. 在线申请时，完成注册步骤后，无法登陆，无法保存、无法提交或无法缴费？ 

注册完成之后，请及时登录邮箱认证，认证成功后才能登录，并且要确认你的浏览

器是 IE9以上或最新版谷歌(chrome)浏览器。如果使用其他浏览器如360、搜狗等，

可能出现无法保存、无法提交或无法缴费的情况。注册、登录指导请参考：“在线

申请步骤和帮助”第一步：注册并登录。 

35. 在线申请时，每次登录都提示我用户名与密码不匹配? 

http://www.xjtlu.edu.cn/assets/files/admissions/autonomous-system/CEA-2018-Guide-Step5.pdf
http://www.xjtlu.edu.cn/assets/files/admissions/autonomous-system/CEA-2018-Guide-Step5.pdf
http://www.xjtlu.edu.cn/assets/files/admissions/autonomous-system/CEA-2018-Guide-Step5.pdf
http://www.xjtlu.edu.cn/assets/files/admissions/autonomous-system/CEA-2018-Guide-Step5.pdf
http://www.xjtlu.edu.cn/assets/files/admissions/autonomous-system/CEA-2018-Guide-Step1.pdf


这很可能是由于使用中文名作为用户名，而中文涉及到半角和全角的问题，所以总

是提示密码不匹配。注册时请考生务必使用英文名作为用户名。请遇到该问题的考

生将注册时使用的邮箱、考生姓名、考生身份证号、问题描述发至

aaa@xjtlu.edu.cn，我们将联系后台管理员重置用户名至英文用户名。 

36. 在线申请时，已经注册的帐号可否继续使用？ 

去年已经注册的用户名邮箱可用于继续申请。在个人服务中心查看申请状态时，须

以 2020年最新申请单的申请状态为准。 

37. 在线申请时，无法邮件验证注册账户？ 

如果确定邮箱填写在正确，并且确定浏览器是 IE9 以上或谷歌浏览器，但仍然没有

收到邮件，建议您去邮箱的垃圾邮件里找一找，可能由于邮箱的设置，自动归类到

垃圾邮件里了。或者您可以再等等，当前报名人数较多，系统验证邮件有延迟。 

38. 在线申请时，无法收到系统验证邮件？ 

建议使用 QQ 或 163 邮箱注册（新浪 sina 邮箱注册会导致无法收到注册验证邮件）。 

39. 一个邮箱可以对应几个用户名？ 

一个。我校报名系统只支持一个邮箱对应一个用户名。如需提交多个综合评价录取

申请，请使用多个邮箱进行用户名账号注册。 

40. 2020 年我校综合评价录取招生报名链接？ 

https://jlu.radiusbycampusmgmt.com/ssc/aform/B0kk72M0SS3Ex67f3m8.ssc 
已发布在西浦官网首页。 

41. 其他问题 

申请我校综合评价录取的相关要求和指南，可访问：综合评价录取招生指南。  

申请过程中如遇到其他问题，可发邮件至  aaa@xjtlu.edu.cn 详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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