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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教发〔2019〕20 号 

 

 

宜兴市小学、初中、特殊教育学校 
             招生工作意见 

 

各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切实保障适龄

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规范有

序做好我市小学、初中、特殊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特提出如下意

见。 

一、招生基本原则 

1.适龄入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

年必须接受的教育，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

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

未按《义务教育法》相关规定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各镇（街道）

和学校要立即落实失学辍学学生劝返、登记和书面报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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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近免试。小学、初中新生入学一律按施教区相对就近入

学。学校不得举行或者变相举行与入学相关的笔试、面试，不得

将竞赛成绩、获奖情况或者考级证书作为入学的条件和编班的依

据。 

3.一人一籍。学校应严格按照国家“一人一籍、籍随人走、

终身不变”的统一要求，从新生入学之日起 1 个月内为其建立学

籍，并逐步完善学籍档案，包括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电子档案

纳入电子学籍系统统一管理，纸质档案由学校学籍管理部门负责

管理。 

4.均衡编班。新生入学必须坚持阳光分班、均衡分班，不得

借各种名义违规编班。学校应在开学前 5 天张贴开学公告，及时

公布新生编班名单。 

二、招生对象 

1.小学：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为当年度 8月 31号前(含)出生，

年满 6 周岁的本市适龄儿童和符合本市入学条件的外来务工就

业人员子女。学校严禁招收不足六周岁儿童入学。 

2.初中：初中一年级招生对象为本市小学毕业生，或在外地

就读的本市户籍小学毕业生，以及符合我市初中入学条件的外来

务工就业人员子女。 

3.特殊教育学校：市特殊教育学校招收学前培智教育班一

个，入学年龄为 3-6 周岁；招收小学培智教育班一个，入学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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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 周岁，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招收培智高中职

业班一个。 

三、招生时间 

1.小学：全市小学招生一律在每年的 7 月 1 日—3 日进行（城

区学校 7 月 1 日—10 日），任何学校不得提前招生。民办小学

依据有关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按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招

生计划和办法组织招生。 

2.初中：全市初中招生一律在每年的 7 月 1 日—3 日进行（城

区学校 7 月 1 日—10 日），任何学校不得提前招生。民办初中

依据有关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按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招

生计划和办法组织招生。 

3.特殊教育学校：招生时间一律在每年的 6 月 20 日—7 月 3

日。 

确因身体状况等原因需要延缓入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应提供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身体状况证明向主管教育行

政部门提出申请。 

四、招生办法 

1.城区小学、初中实行按计划招生，第一批次施教区内符合

条件的学生确保应收尽收。在学校还有空余学额的前提下，再进

行第二批次择校生的登记与招生。若第一批次施教区内学额已

满，第二批次中施教区内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则先在学

校登记，再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到其他公办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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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在第一批次招生后仍有空余学额，且择校生登记人数

超出空余学额数，则采用实名摇号的方式录取择校生。 

3.学校在第二批次招生结束后仍有空余学额，则由学校自主

调剂招生。自主调剂招生办法由各校自行研究确定，并报教育局

审批同意后组织实施。 

监护人随带适龄儿童，到施教区学校报名。报名时出具监护

人及适龄子女在本施教区的户口簿、房屋产权证等有关证件(外

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参照相关政策（见下）提供相关有效证件)，

同时小学新生带幼儿素质报告单、初中新生带小学毕业证书。 

五、相关政策 

1.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入学：根据《无锡市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进一步做好无锡市区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义务教育工

作意见的通知》》（锡政办发〔2012〕171 号）要求：父母或其

他法定监护人在我市取得居住证半年以上，与我市用人单位签订

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或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其子女在户籍所在地

没有监护条件且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可申请进入与居住地相对

就近的公办学校或调剂安排到指定学校就读。申请入学时，须提

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１）家庭户口簿，父母或其他法

定监护人身份证；（２）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居住证，房产

证或房屋租赁证明；（３）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与用人单位签

订的劳动合同或工商营业执照；（４）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户

籍地出具的合法生育证明或征收社会抚养费收据。选择民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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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的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按民办学校的规定办理入学手

续。 

2.符合下列五种情况之一的，也可按正常入学办理：一是父

母离异或学生为孤儿，户口随法定监护人在施教区； 二 是学

生父母双方均为非施教区户口的现役军人（含武警）或长期因公

出国（境）、长期支援边疆建设者，学生为施教区单立户口，或

投靠亲属在施教区落户；三是在城区集体户口子女入学，根据其

实际常住地，按照相对就近原则在常住地施教区学校入学；四是

城市重点工程项目的被拆迁户子女入学，凭拆迁安置的相关手

续，自主选择户口所在地或安置房所在地施教区的学校就读；五

是引进的高层次优秀人才子女入学，凭市委组织部颁发的《高层

次人才服务一卡通》，按就近入学原则，由教育局安排到相应的

学校就读。 

3.依据《江苏省义务教育学籍管理规定》，杜绝“借读生”、

“旁听生”，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现象。加

强学籍管理，杜绝生源外流。任何学校均不得接收不具备规范学

籍手续的学生。对于符合转学条件、确有转学需求的学生，学校

应依据学额空余情况，统筹安排，有序接纳，并当月报教育局备

案。 

4.根据《江苏省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办学标准》，要确保学

校办学规模与办学条件相适应，学校必须按计划招生，实行标准

班额办学，小学班额不超过 40 人、初中班额不超过 45 人，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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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就业人员子女较集中的学校可适当放宽。 

5.严格执行国家、省、市关于义务教育的收费政策规定，除

经市物价部门核准的代办性、服务性收费外，不得擅自增加收费

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实行公示，接受社会

和家长的监督。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应按规定减免相关费用。 

六、工作要求 

1.要成立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招生工

作的全过程管理，按照相关法规、文件规定和本意见精神，结合

实际认真制定招生工作方案并精心组织实施。学校应在报名前

10 天左右，在校门口及施教范围内居民密集区，张贴招生公告，

明确施教区范围、报名时间和应交验的证件等。 

2.学校不得举办相关培训班或与社会其他教育机构合作选

拔生源，对符合入学条件的儿童不得以各种借口推诿、拒收。除

施教区生源应收尽收外，如有空余学位，必须严格坚持公开摇号

择校制度。未经教育局批准，任何学校均不得随意突破班额，更

不得随意扩班。 

3.要切实优化工作服务，及时公开招生信息，细致解读招生

政策，有效开展宣传引导，热情接待家长来访，积极营造良好的

招生工作氛围。要逐步建立完善社会公众监督机制，凡本校、本

施教区内的问题和矛盾，要及时、妥善进行处理，确保群众满意

和社会稳定。 

4.要充分认识解决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入学问题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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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切实保障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入学。不得拒收

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或教育局统一安排的外来务

工就业人员子女入学。 

5.残疾儿童可根据实际情况就读特殊教育学校，或在施教区

学校随班就读。学校要尊重残疾儿童监护人的选择，依法保障能

够接受普通教育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就便随班就读，并积极

推进融合教育。 

6.由普教科、督导科和行风办共同参与的招生专项督查行动

常态化，以全面加强对学校招生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切实加大对

学校招生工作的督查和监控，严肃查处招生入学过程中的违规违

纪行为，确保我市招生入学工作平稳有序。 

全市小学、初中招生工作参照本意见精神执行。 

附件：2019 年宜兴市城区小学、初中招生方案 

 

 

 

宜兴市教育局 

                        2019 年 4 月 8 日 

 

 

                                                                 

抄送：各镇（街道）教育办公室                             

宜兴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年 4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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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宜兴市城区小学、初中招生方案 
 

    为规范有序做好 2019 年城区小学、初中招生工作，本着“以

人为本、方便就近、维护公平”的原则，特制订城区小学、初中

招生方案。 

一、招生批次 

第一批次：施教区学生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施教区学生，可直接报名入学。 

1.学生家庭（或学生与父母一方）拥有施教区正式户籍和房

产，户籍与房屋产权证相一致。 

2.学生家庭（或学生与父母一方）拥有施教区正式户籍（不

含挂靠户）的。 

3.学生父母（或父母一方）在施教区内拥有房产的（含非宜

兴市户籍学生）。若房产是学生父母与直系上一辈共有的，原则

上学生父母房产所占份额不低于 30%。 

4.学生随父母（或父母一方）在直系上一辈处落户，直系上

一辈在施教区拥有正式户籍和房产。 

5.同时符合下列四个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1）父母在施教区稳定租住两年以上； 

（2）父母与城区用人单位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或取得

工商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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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子女符合户籍地计划生育政策； 

（4）父母按规定在本市持续缴纳社会保险一年以上（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参加社会保险）。 

另外，符合下列五种情况之一的，也可按正常入学办理：一

是父母离异或学生为孤儿，户口随法定监护人在施教区； 二是

学生父母双方均为非施教区户口的现役军人（含武警）或长期因

公出国（境）、长期支援边疆建设者，学生为施教区单立户口，

或投靠亲属在施教区落户；三是在城区集体户口子女入学，根据

其实际常住地，按照相对就近原则在常住地施教区学校入学；四

是城市重点工程项目的被拆迁户子女入学，凭拆迁安置的相关手

续，自主选择户口所在地或安置房所在地施教区的学校就读；五

是引进的高层次优秀人才子女入学，凭市委组织部颁发的《高层

次人才服务一卡通》，按就近入学原则，由教育局安排到相应的

学校就读。 

第二批次：择校生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报名登记择校，经公开方式确认录

取后入学。 

1.学生家庭在城区无户口和房产，但父母在城区工作，且在

施教区内居住的本市学生。需提供学生家庭户口本，房产证（含

学生家庭，租房户房产证及房屋租赁合同），父母工作单位证明、

父母与工作单位签订的六个月以上的劳动合同（或营业执照），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需提供六个月以上的社会保险等证明材料。 

2.施教区内符合下列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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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施教区取得居住证半年以上，按规

定在本市持续缴纳社会保险六个月以上，与城区用人单位签订一

年及以上劳动合同或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其子女在户籍所在地没

有监护条件且符合计划生育政策。 

需提供下列证明材料：（１）家庭户口簿，父母或其他法定

监护人身份证；（２）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居住证（取得居

住证半年以上且居住地在施教区内），房屋租赁证明；（３）父

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本市持续缴纳社会保险六个月以上的证

明材料;（４）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

同（一年以上）或工商营业执照；（5）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

户籍地出具的合法生育证明或征收社会抚养费收据。 

    3.城区跨施教区就读的学生（仅限城区内与学校施教区相邻

社区居委内的学生）。需提供学生家庭户口本、房产证。 

二、招生办法 

1.城区小学、初中实行按计划招生，第一批次施教区内符合

条件的学生确保应收尽收。在学校还有空余学额的前提下，再进

行第二批次择校生的登记与招生。如第一批次施教区内学额已

满，第二批次中施教区内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则先在学

校登记，再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到其他公办学校就读。 

2.学校在第一批次招生后仍有空余学额，且择校生登记人数

超出空余学额数，则采用实名摇号的方式录取择校生。 

3.学校在第二批次招生结束后仍有空余学额，则由学校自主

调剂招生。自主调剂招生办法由各校自行研究确定，并报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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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同意后组织实施。 

三、招生时间安排   

1.7 月 1 日-2 日：第一批次施教区内学生登记。 

2.7 月 3 日-6 日：第一批次施教区内学生资格验审。 

3.7 月 7 日：公布第一批次审核结果；第二批次择校生登记。 

4.7 月 8 日：集中汇总各校施教区内学生及择校生登记情况。 

5.7 月 9 日：各校出台并公布择校生招生方案。 

6.7 月 10 日：择校生招生。 

四、报名须知 

1.学生登记报名时需统一提交家庭户口簿、房产证等有关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如房产证暂未办理到位，可提供有效的购房

合同和房屋已交付的正式契税发票原件及复印件，所提供的复印

件必须清晰。同时小学新生带幼儿素质报告单，初中新生带小学

毕业证书。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还需带第二批次第二条款中列出的

相关证明材料。 

2.我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对学生提供的复印件及证明材料进

行复审，家长必须对提供证件、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凡

提供虚假材料的，一律取消学生该校入学及摇号资格，并由相关

部门追究相应的责任。 

3. 7月初的新生登记数是精准规划和统筹安排学校新学期各

项教学资源的基础，请监护人务必随带适龄儿童，在规定时间内

到学校办理报名手续。逾期没有办理相关手续的学生，将根据实

际情况纳入学校第二批次招生或调剂到其他学校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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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关说明 

 1.2019年 1月 1日起已签订住房买卖合同但暂未交付的期房

不作为施教区房产依据进行新生登记。新生入学条件（指获得正

式户籍或房产证明）应为当年 6 月 30 日前办理到位的。 

2.实验中学和外国语学校继续实行分年级段集中教学。实验 

中学和外国语学校初一新生仍分别安排在实验中学北校区和外

国语学校西校区就读。 

3.2019 年，宜兴市开发区实验小学投入使用，原实验小学东

校区施教区内隶属于开发区的划归宜兴市开发区实验小学。 

4.开发区企业引进的高层次优秀人才的子女,科创新城内东

郊三期拆迁户子女，科创新城内住宅小区（含东方一品、融域花

园、科创慧谷、恒大小区）居民子女入学初中，均由开发区汇总

审核，报教育局审批后，由外国语学校接收入学；新庄街道景湖

人家Ｃ区、Ｄ区及临泽人家一期安置小区内拆迁户子女就学，由

新庄街道汇总审核，报教育局审批后，由实验小学东校区接收入

学。 

 

附： 宜兴市城区小学、初中施教区划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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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宜兴市城区小学、初中施教区划分方案 

     

一、小学 

1.实验小学 

实验小学本部：袁桥、下漳和长新三个社区。 

实验小学东校区：城东社区，城东村、王婆村，钱墅人家、

新源城市花园、景湖人家（庆源大道以南、唐芳路以西）。 

2.城中实验小学：民主社区、和平社区（除原茶西居委）、

城南社区（迎宾路以北）。 

3.城南实验小学：文峰社区、碓坊社区、东山社区（华兴路

以西），岳堤社区中的富丽花苑、教工新村、夏圩，南郊花园、

龙背山庄、谢桥新村。 

4.第二实验小学：荆东、溪隐两个社区，东山社区（华兴路

以东），溪隐府，东山、溪隐、沧浦、南园、山林五个村。 

5.荆溪小学：荆溪、土城、茶东、城南（迎宾路以南）、岳

堤五个社区，和平社区中原茶西居委。 

6.城北小学：大同、新华（除原常胜居委）、北虹（除原水

上居委）、宜北四个社区及宜北村、原宜城水产村。 

7.阳羡小学：阳羡、新华（仅指原常胜居委）、东虹、宝塔、

北虹（仅指原水上居委）五个社区及宝塔村、东虹村。 

8.东域小学：宝东、唐公两个社区及久隆碧云花园，东郊和

城东两村拆迁至紫竹花园的，东梅村、花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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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陶城小学：阳泉、曲坊两个社区。城北社区中氵九滨大道以

东区域，巷头社区。 

10.湖滨实验学校：徐坝、谈家干两个社区及徐坝村、轸村

拆迁至两个社区的，城北社区中团氵九花园、金三角小区。 

11.广汇小学：广汇社区及轸村、徐坝村、边庄村、文庄村、

东梅村、花圩村、杏里村拆迁至广汇社区的。 

12.环科园小学：绿园、南河、铜峰、南岳、谢桥、梅园、 

氵九南 7 个社区。 

二、初中 

1.实验中学：民主、溪隐、荆东、东山、岳堤、碓坊、荆溪、

土城、城南、文峰 10 个社区，南郊花园、龙背山庄，城南村、

碓坊村、东山村、溪隐村、沧浦村、谢桥村、南园村、山林村 8

个村，环科园绿园、南河、铜峰、南岳、谢桥、梅园、氵九南 7

个社区。 

2.外国语学校：和平、新华、大同、茶东、长新、下漳、宝

东、东虹、阳羡、宝塔、北虹、宜北（宜北河南）、唐公、袁桥、

阳泉（人民路东）、城东 16 个社区，城东村、花圩村、东梅村、

东郊村，东郊一期、东郊二期，钱墅人家（仅限原户口在城区的

经济适用房户）。 

3.树人中学：城北、阳泉（人民路西）、曲坊、巷头、徐坝、

谈家干、广汇、宜北（宜北河北）8 个社区，轸村、徐坝村、边

庄村、文庄村、东梅村、花圩村、杏里村拆迁至广汇社区的，徐

坝村、轸村拆迁至徐坝、谈家干社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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