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晋教基〔2021〕7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山西省 2021 学年

中小学教辅材料目录》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

现将《山西省 2021 学年中小学教辅材料目录》（以下简称

《目录》）印发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本《目录》中公布的 2021 学年（上下两学期，即 2021

年秋季和 2022 年春季）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同步练习册、寒

暑假作业、2022 年中高考辅导材料，是各市教育行政部门推

荐、中小学校为学生提供教辅材料代购服务的唯一依据。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严格依据本《目录》，配合新闻出

版、发展改革等部门，与出版发行部门积极合作，共同做好

2021 学年中小学教辅材料的管理和发行工作。

二、为保证中小学教育教学的连续性和教辅选用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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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学年各市仍沿用 2020 学年选用的中小学教辅材料版本，

不再更换版本。高一、高二年级使用与普通高中新教材配套的

同步练习册，高三年级使用原版本同步练习册。各市要严格按

照国家和我省有关要求，坚持“一科一辅”的原则，认真做好中

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学生购买教辅材料必须坚持自愿

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变相强制学校或

学生购买教辅材料，不得进入学校宣传、推荐和推销任何教辅

材料。若学生自愿购买本市推荐公告中的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

代购，学校可以与有关发行部门联系统一代购，做好服务，不

得从中牟利。《目录》以外的其他类教辅材料由学生和家长自

行在市场购买，学校不得统一推荐、不得组织征订、不得提供

代购服务。

三、山西育人书店和山西新华书店集团要严格按照我省规

定，认真负责做好中小学教辅材料发行工作。要严格按照《目

录》组织发行，严禁在发行过程中增加内容、增删册次、搭售

《目录》以外的任何资料，严禁随意扩大征订范围。

四、各市要严格落实责任，切实加强监管，完善管理制度，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及时纠正违规行为，全面规范中小学教辅

材料使用。各中小学校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将本《目录》和

本校教辅选用情况进行公示，自觉接受监督。省教育厅将会同

有关部门严肃查处教辅使用过程中的违规行为。

各市要在第一时间将本《目录》转发到各县（市、区）教

育行政部门和所辖中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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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山西省 2021学年义务教育同步练习册目录

2．山西省 2021学年高一年级同步练习册目录

3．山西省 2021学年高二年级同步练习册目录

4．山西省 2021学年高三年级同步练习册目录

5. 山西省 2021 学年寒暑假作业目录

6．山西省 2022年中考辅导材料目录

7．山西省 2022年高考辅导材料目录

山西省教育厅

2021 年 6 月 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驻厅纪检监察组，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山西

育人书店、山西新华书店集团



附件1

山西省2021学年义务教育同步练习册目录
学科 配套教材 出版单位 同步练习册名称 使用年级 选用市

小学语文 统编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同步解析与测评 1—6年级 太原

希望出版社 新课标两导两练高效学案 1—6年级
大同、朔州、忻州、吕梁、晋中、阳泉、长治、

晋城、临汾、运城

小学数学

北师大版 北师大出版社 数学伴你成长 1—6年级 运城

北师大版 北师大出版社 课堂精练 1—6年级 吕梁

北师大版 希望出版社 新课标两导两练高效学案 1—6年级 晋城

江苏教育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 配套练习 1—6年级 太原

江苏教育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 练习与测试 1-—3年级 大同

江苏教育版 希望出版社 新课标两导两练高效学案 1—6年级 大同4-6年级、临汾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1—6年级 朔州、长治

人教版 希望出版社 新课标两导两练高效学案 1—6年级 晋中、阳泉、忻州

小学英语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3—6年级 朔州

人教版 希望出版社 新课标两导两练高效学案 3—6年级 大同、吕梁、忻州

上海牛津版 上海教育出版社 牛津英语活动练习手册 3—6年级 阳泉、运城、长治、太原

上海牛津版 希望出版社 新课标两导两练高效学案 3—6年级 晋城

外研版陈琳 外研社 小学英语同步练习册 3—6年级 临汾

外研版刘兆义 外研社 剑桥小学英语课堂同步评价 3—6年级 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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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2021学年义务教育同步练习册目录
学科 配套教材 出版单位 同步练习册名称 使用年级 选用市

初中道德
与法治

统编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7年级
太原、大同、忻州、吕梁、晋中、阳泉、长治、

晋城、临汾、运城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7年级 朔州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8—9年级
大同、忻州、吕梁、晋中、阳泉、长治、晋城、

临汾、运城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8—9年级 太原、朔州

初中语文 统编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7—9年级 全省11个市

初中历史 统编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7—9年级
大同、忻州、晋中、阳泉、长治、晋城、临汾、

运城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同步解析与测评 7—9年级 太原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7—9年级 朔州

北师大出版社 课堂精练 7—9年级 吕梁

星球地图出版社 历史填充图册 7—9年级 太原、朔州、忻州、晋中、临汾

中国地图出版社 历史填充图册 7—9年级 大同、吕梁、阳泉、长治、晋城、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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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2021学年义务教育同步练习册目录
学科 配套教材 出版单位 同步练习册名称 使用年级 选用市

初中地理

湘教版 湖南教育出版社 初中地理助学读本 7—8年级 晋中、大同、临汾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同步解析与测评 7—8年级 晋城

人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7—8年级 长治

晋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7—8年级 朔州、阳泉、吕梁、忻州、运城、太原

初中地理
图册

晋教版 星球地图出版社 地理填充图册 7—8年级 朔州、阳泉、吕梁、忻州、运城、太原

人教版 中国地图出版社 地理填充图册 7—8年级 长治、晋城

湘教版 星球地图出版社 地理填充图册 7—8年级 晋中、大同、临汾

初中化学

人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9年级
朔州、晋中、大同、阳泉、吕梁、忻州、运城、

晋城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同步解析与测评 9年级 太原

沪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9年级 临汾

沪教版 上海教育出版社 课时导练 9年级 长治

初中生物

江苏教育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7—8年级 运城、长治、晋城

人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7—8年级 朔州、晋中、大同、阳泉、吕梁、忻州、临汾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同步解析与测评 7—8年级 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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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2021学年义务教育同步练习册目录
学科 配套教材 出版单位 同步练习册名称 使用年级 选用市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北师大出版社 课堂精练 7—9年级 晋中

北师大版 北师大出版社 伴你学数学 7—9年级 运城、太原

华东师大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7—9年级 长治、临汾

华东师大版 华师大出版社 同步练习册 7—9年级 晋城

人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7—9年级 大同、阳泉、吕梁、忻州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7—9年级 朔州

初中物理

人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8—9年级
朔州、晋中、大同、阳泉、吕梁、忻州、运城、

临汾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同步解析与测评 8—9年级 太原

沪科粤教版 上海科技出版社 随堂演练 8—9年级 长治、晋城

初中英语
人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7—9年级

朔州、晋中、大同、阳泉、吕梁、忻州、运城、
临汾、太原

上海牛津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7—9年级 长治、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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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2021学年高一年级同步练习册目录

学科 配套教材 出版单位 同步练习册名称 册次 选用市

语文 统编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必修上、下
册

晋中、阳泉、太原、忻州、运城、朔州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大同、长治、临汾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

高中语文学习与评价 晋城、吕梁

思想政治 统编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必修一、二
、三册

大同、晋中、阳泉、长治、太原、临汾、
运城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晋城、忻州、朔州、吕梁

历史 统编版

岳麓书社 高中历史同步练习册

必修上、下
册

大同、晋城、晋中、阳泉、长治、太原、
临汾、忻州、运城、吕梁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朔州

地质出版社 历史填充图册 临汾

星球地图出版社 历史填充图册 晋中、长治、忻州、运城、朔州

中国地图出版社 历史填充图册 大同、晋城、阳泉、太原、吕梁

数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A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必修一、二

册

大同、晋城、晋中、阳泉、太原、忻州、
运城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长治、临汾、朔州、吕梁



山西省2021学年高一年级同步练习册目录

学科 配套教材 出版单位 同步练习册名称 册次 选用市

英语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必修一、二
、三册

大同、长治、临汾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阳泉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高中英语（新标准）同步练习册 晋城、太原、运城、朔州、吕梁、忻州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晋中

地理

人民教育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必修一、二
册

阳泉、临汾、忻州、运城、朔州、吕梁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晋城

星球地图出版社 地理填充图册 阳泉、临汾、忻州、运城、朔州、吕梁

地质出版社 地理填充图册 晋城

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高中地理同步练习册 大同、晋中、太原、长治

星球地图出版社 地理填充图册 大同、晋中、太原、长治

物理 人民教育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必修一、二
、三册

大同、晋城、晋中、阳泉、太原、忻州、
运城、吕梁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长治、临汾、朔州

化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必修一、二
册

晋中、阳泉、长治、太原、忻州、运城、
吕梁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大同、晋城、临汾、朔州



山西省2021学年高一年级同步练习册目录

学科 配套教材 出版单位 同步练习册名称 册次 选用市

生物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必修一、二
册

大同、晋中、阳泉、长治、太原、忻州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晋城、临汾、运城、朔州、吕梁

信息技术

广东教育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必修1、2册

太原、临汾、运城

广东教育出版社 信息技术活动册 晋城、晋中、吕梁

浙江教育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高中信息技术实践活动手册 阳泉、忻州

山西科技出版社 普通高中同步练习册 长治

通用技术

广东科技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必修1、2册

晋中、忻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通用技术同步导学与评价 大同、朔州

江苏凤凰教育出
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长治、临汾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

高中通用技术学习与评价 晋城、阳泉、太原、运城、吕梁



附件3

山西省2021学年高二年级同步练习册目录

学科 配套教材 出版单位 同步练习册名称 册次 选用市

语文 统编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选择性必修上
、中、下册

晋中、阳泉、太原、忻州、运城、朔州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大同、长治、临汾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

高中语文学习与评价 晋城、吕梁

思想政
治

统编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必修四，选择

性必修一、二
、三册

大同、晋中、阳泉、长治、太原、临汾
、运城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晋城、忻州、朔州、吕梁

历史 统编版

岳麓书社 高中历史同步练习册

选择性必修一
、二、三册

大同、晋城、晋中、阳泉、长治、太原
、临汾、忻州、运城、吕梁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朔州

地质出版社 历史填充图册 临汾

星球地图出版社 历史填充图册 晋中、长治、忻州、运城、朔州

中国地图出版社 历史填充图册 大同、晋城、阳泉、太原、吕梁

数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A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选择性必修一
、二、三册

大同、晋城、晋中、阳泉、太原、忻州
、运城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长治、临汾、朔州、吕梁



英语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选择性必修一
、二、三、四

册

大同、长治、临汾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阳泉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高中英语（新标准）同步练习册 晋城、太原、运城、朔州、吕梁、忻州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晋中

地理

人民教育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选择性必修一
、二、三册

阳泉、临汾、忻州、运城、朔州、吕梁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晋城

星球地图出版社 地理填充图册 阳泉、临汾、忻州、运城、朔州、吕梁

地质出版社 地理填充图册 晋城

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高中地理同步练习册 大同、晋中、太原、长治

星球地图出版社 地理填充图册 大同、晋中、太原、长治

物理 人民教育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选择性必修一

、二、三册

大同、晋城、晋中、阳泉、太原、忻州
、运城、吕梁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长治、临汾、朔州

化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选择性必修一

、二、三册

晋中、阳泉、长治、太原、忻州、运城
、吕梁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大同、晋城、临汾、朔州

生物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同步练习册 选择性必修一

、二、三册

大同、晋中、阳泉、长治、太原、忻州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晋城、临汾、运城、朔州、吕梁



附件4

山西省2021学年高三年级同步练习册目录
学科 配套教材 出版单位 同步练习册名称 选用市

思想政治
人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问题导学案 晋中、大同、阳泉、吕梁、忻州、运城、长治、临汾、晋城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朔州、吕梁、太原

语文

江苏教育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问题导学案 晋中、吕梁、长治、晋城

江苏教育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 学习与评价 吕梁、运城

人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问题导学案 朔州、大同、阳泉、忻州、临汾、太原

历史

人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问题导学案 大同、阳泉、吕梁、运城、临汾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朔州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同步解析与测评             吕梁

岳麓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问题导学案 长治

岳麓版 岳麓书社 高中历史课堂导学案 晋中、忻州、太原、晋城

生物
人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问题导学案 晋中、大同、阳泉、吕梁、忻州、运城、长治、临汾、晋城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同步解析与测评 朔州、吕梁、太原



附件4

山西省2021学年高三年级同步练习册目录
学科 配套教材 出版单位 同步练习册名称 选用市

数学
人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问题导学案 晋中、大同、阳泉、吕梁、忻州、运城、长治、临汾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朔州、吕梁、太原、晋城

地理

湘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问题导学案 长治

湘教版 湖南教育出版社 高中地理课堂导学案 晋中、大同、太原

人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问题导学案 阳泉、吕梁、忻州、运城、临汾、晋城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朔州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同步解析与测评 吕梁

英语

人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问题导学案 大同、阳泉、长治、临汾

外研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问题导学案 朔州、晋中、忻州、太原、晋城

外研版 外研社 高中英语同步练习册 吕梁、运城

化学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时练                      朔州、吕梁、长治、太原

人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问题导学案 晋中、大同、阳泉、吕梁、忻州、运城、临汾、晋城



附件4

山西省2021学年高三年级同步练习册目录
学科 配套教材 出版单位 同步练习册名称 选用市

物理 人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新课程问题导学案 全省11个市

通用技术
广东科技版 广东科技出版社 通用技术实验册 朔州、晋中、大同、忻州

江苏教育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 通用技术学习指导手册 太原、阳泉、吕梁、长治、晋城、临汾、运城

信息技术

广东教育版 广东教育出版社 信息技术活动册 晋中、运城、临汾、太原、晋城、吕梁

教科版 教育科学出版社 信息技术同步测评 朔州、大同

浙教版 浙江教育出版社 信息技术学生活动手册 阳泉、忻州、长治



修订过的其它同步练习册

学科 配套教材 出版单位 同步练习册名称 使用年级

小学数学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同步解析与测评 1-6年级

小学英语

人教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同步解析与测评 3-6年级

外研版陈琳 希望出版社 新课标两导两练高效学案 3-6年级

初中地理 湘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7-8年级

初中数学 北师大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7-9年级

初中物理 沪科粤教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 新课程问题解决导学方案 8-9年级

初中英语 上海牛津版 上海教育出版社 怎样学好牛津英语 7-9年级



附件5

山西省2021学年寒暑假作业目录

教辅品种 教辅名称 出版单位 使用年级 备注

2021年小学寒假作业
小学寒假作业本 希望出版社 1-6年级

小学寒假作业本 北京教育出版社 1-6年级 晋中市使用

2021年初中寒假作业
初中寒假作业本 山西教育出版社 7-9年级

初中寒假作业本 北京教育出版社 7-9年级 晋中市使用

2022年小学暑假作业

暑假作业本 希望出版社 1-5年级

假期生活 北京教育出版社 1-5年级 晋中市使用

暑假乐园 现代教育出版社 1-5年级

2022年初中暑假作业

暑假作业本 山西教育出版社 7-8年级

假期生活 北京教育出版社 7-8年级 晋中市使用

暑假乐园 现代教育出版社 7-8年级



附件6

山西省2022年中考辅导材料目录

学科 教辅名称 出版单位 备注

语文

2022年山西省中考指导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大同、朔州、忻州  阳泉、吕梁、晋中、长治、晋城、临汾、运城

中考备战策略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

中考复习指导与优化训练 山西教育出版社 适于考前适应性训练

数学

2022年山西省中考指导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大同、朔州、忻州  阳泉、吕梁、晋中、长治、晋城、临汾、运城

中考备战策略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

中考复习指导与优化训练 山西教育出版社 适于考前适应性训练

英语

2022年山西省中考指导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大同、朔州、忻州  阳泉、吕梁、晋中、长治、晋城、临汾、运城

中考备战策略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

中考复习指导与优化训练 山西教育出版社 适于考前适应性训练

物理
2022年山西省中考指导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大同、朔州、忻州  阳泉、吕梁、晋中、长治、晋城、临汾、运城

中考备战策略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



附件6

山西省2022年中考辅导材料目录

学科 教辅名称 出版单位 备注

化学
2022年山西省中考指导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大同、朔州、忻州  阳泉、吕梁、晋中、长治、晋城、临汾、运城

中考备战策略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

历史
2022年山西省中考指导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大同、朔州、忻州  阳泉、吕梁、晋中、长治、晋城、临汾、运城

中考备战策略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

道德与法治 2022年山西省中考指导 山西教育出版社 全省11个市

文科综合 中考复习指导与优化训练 山西教育出版社 适于考前适应性训练

理科综合 中考复习指导与优化训练 山西教育出版社 适于考前适应性训练



附件7
山西省2022年高考辅导材料目录

学科 教辅名称 出版单位 备注

语文

三维课堂·高考总复习 山西人民出版社 含一轮二轮复习

高考总复习 山西教育出版社 含一轮二轮复习和测试卷

高考复习指导与评价 上海教育出版社 仅限运城市使用

三维设计·新课标高考总复习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世纪金榜高中全程复习方略 浙江科技出版社
分人教和苏教版

高考总复习一轮用书 优化方案 现代教育出版社

步步高大一轮复习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3年高考2年模拟 教育科学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山西高考总复习 山西科技出版社

金太阳考案 江西高校出版社 分人教和苏教版

数学

三维课堂·高考总复习 山西人民出版社 含一轮二轮复习

山西高考总复习 山西科技出版社

高中总复习全优设计 希望出版社

高考复习指导与评价 上海教育出版社 仅限运城市使用

高考总复习 山西教育出版社 含二轮复习和测试卷

步步高大一轮复习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分文科和理科

世纪金榜高中全程复习方略 浙江科技出版社

高考总复习一轮用书 优化方案 现代教育出版社

三维设计·新课标高考总复习 光明日报出版社

金太阳考案 江西高校出版社

3年高考2年模拟 教育科学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附件7
山西省2022年高考辅导材料目录

学科 教辅名称 出版单位 备注

英语

高考总复习 山西教育出版社 含一轮复习和测试卷

高中总复习全优设计 希望出版社

高考复习指导与评价 上海教育出版社 仅限运城市使用

三维课堂·高考总复习 山西人民出版社 含二轮复习

3年高考2年模拟 教育科学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分人教和外研版高考总复习一轮用书 优化方案 现代教育出版社

世纪金榜高中全程复习方略 浙江科技出版社

山西高考总复习 山西科技出版社

三维设计·新课标高考总复习 光明日报出版社 分人教和外研版

步步高大一轮复习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金太阳考案 江西高校出版社 分人教和外研版

思想政治

高中总复习全优设计 希望出版社

三维课堂·高考总复习 山西人民出版社 含一轮二轮复习

高考复习指导与评价 上海教育出版社 仅限运城市使用

高考总复习 山西教育出版社 含二轮复习和测试卷

3年高考2年模拟 教育科学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考总复习一轮用书 优化方案 现代教育出版社

山西高考总复习 山西科技出版社

步步高大一轮复习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三维设计·新课标高考总复习 光明日报出版社

金太阳考案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世纪金榜高中全程复习方略 浙江科技出版社



附件7
山西省2022年高考辅导材料目录

学科 教辅名称 出版单位 备注

历史

高中总复习全优设计 希望出版社

高考总复习 山西教育出版社 含一轮二轮复习和测试卷

高考复习指导与评价 上海教育出版社 仅限运城市使用

三维课堂·高考总复习 山西人民出版社 含二轮复习

三维设计·新课标高考总复习 光明日报出版社

分人教和岳麓版
高考总复习一轮用书 优化方案 现代教育出版社

金太阳考案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世纪金榜高中全程复习方略 浙江科技出版社

步步高大一轮复习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3年高考2年模拟 教育科学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山西高考总复习 山西科技出版社

地理

三维课堂·高考总复习 山西人民出版社 含一轮二轮复习

高中总复习全优设计 希望出版社

高考复习指导与评价 上海教育出版社 仅限运城市使用

高考总复习 山西教育出版社 含二轮复习和测试卷

世纪金榜高中全程复习方略 浙江科技出版社

分人教和湘教版高考总复习一轮用书 优化方案 现代教育出版社

金太阳考案 江西高校出版社

步步高大一轮复习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3年高考2年模拟 教育科学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山西高考总复习 山西科技出版社

三维设计·新课标高考总复习 光明日报出版社 分人教和湘教版



附件7
山西省2022年高考辅导材料目录

学科 教辅名称 出版单位 备注

物理

三维课堂·高考总复习 山西人民出版社 含一轮二轮复习

高中总复习全优设计 希望出版社

高考总复习 山西教育出版社 含一轮二轮复习和测试卷

高考复习指导与评价 上海教育出版社 仅限运城市使用

三维设计·新课标高考总复习 光明日报出版社

步步高大一轮复习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世纪金榜高中全程复习方略 浙江科技出版社

山西高考总复习 山西科技出版社

高考总复习一轮用书 优化方案 现代教育出版社

金太阳考案 江西高校出版社

3年高考2年模拟 教育科学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化学

三维课堂·高考总复习 山西人民出版社 含一轮二轮复习

高中总复习全优设计 希望出版社

山西高考总复习 山西科技出版社

高考复习指导与评价 上海教育出版社 仅限运城市使用

高考总复习 山西教育出版社 含二轮复习和测试卷

世纪金榜高中全程复习方略 浙江科技出版社

3年高考2年模拟 教育科学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步步高大一轮复习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三维设计·新课标高考总复习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考总复习一轮用书 优化方案 现代教育出版社

金太阳考案 江西高校出版社



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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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教辅名称 出版单位 备注

生物

高中总复习全优设计 希望出版社

山西高考总复习 山西科技出版社

三维课堂·高考总复习 山西人民出版社 含一轮二轮复习

高考复习指导与评价 上海教育出版社 仅限运城市使用

高考总复习 山西教育出版社 含二轮复习和测试卷

高考总复习一轮用书 优化方案 现代教育出版社

金太阳考案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三维设计·新课标高考总复习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世纪金榜高中全程复习方略 浙江科技出版社

3年高考2年模拟 教育科学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步步高大一轮复习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