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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乐县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文件

乐教体办字〔2021〕2 号

2021 年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方案

各镇（街、区）教管办，县直各学校：

根据潍坊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1 年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入学工作的通知》（潍教函〔2021〕44 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

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科学、公开、公平、公

正，全覆盖、无盲点、便民生，确保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平稳

有序进行。

二、入学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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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年满六周岁（2015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的适龄儿童应报

名入学小学一年级；小学应届毕业生应报名升入初中一年级。适

龄儿童因身体状况等原因确需延缓入学或不具备接受教育能力

的，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下同）应当书面提出申请，由各镇

（街、区）或者县教育和体育局批准，于开学后两周内报县基础

教育科备案。

三、招生时间

2021 年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时间统一为 7 月 17 日—8 月

20 日。

四、招生方式

全县义务教育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网上采集信息，符

合入学条件的儿童，由家长通过昌乐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报名系

统或通过“昌乐教育”微信公众号提供的统一导航入口进行报名，

完成信息采集、信息审核、学位分配等工作。使用网络不方便的

家庭，可在报名时段内通过学校工作人员帮助进行网络报名。

（一）城区公办学校

符合城区公办学校就读条件的，分三个批次依次分配学位，

片区内有空余学位即就近安排入学，片区内无空余学位则相对就

近安排入学。

第一批次：在城区购房有房产证（不动产证）的，或者在城

区购房已入住，有县房产发展促进中心备案的购房合同和入住证

明材料，但未取得房产证（不动产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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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房产证（不动产证）或购房合同，房屋用途须为住宅。

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一是房屋所有权人为学生父母双方（或一

方）；二是学生父母确属无房户，房屋所有权人为学生的祖父母

或外祖父母（或一方），且学生户口与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出

生一直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口簿上。

第二批次：城区户口（非空挂），在城区无房产的。

第三批次：进城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有县人社局备案的

劳动用工合同（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半年以上，提供县人

社局开具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证明）或工商营业执照〔营业

地点沿街或者商业小区，使用商业用房（非居民用房），证件注

明的营业地点与实际营业地点相符，发证且提供缴税证明半年以

上〕的。

（二）非城区公办学校

非城区公办学校招生，由各镇（街、区）教管办具体组织，

各学校（幼儿园）做好信息采集指导，原则上 8 月 20 日前发放入

学通知书，完成招生工作。

（三）民办学校

全县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原则面向本县招生，由家长根据自身

实际自愿选择报名。每名学生只能选报县内一所民办学校，经审

核验证后，报名学生超过招生计划的，由县教育和体育局统一组

织进行电脑随机派位，派位结果于当天向社会公布，全程接受社

会监督。新生按学校要求办理入学确认手续，逾期不确认视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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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弃权。一经确认，不再参加其他学校的招生。失信被执行人员

子女不能报民办学校。

五、依法保障各类群体学生入学

（一）当地居民子女。当地居民子女入学，需提供父母的户

口簿、房产证，小学生还需提供预防接种证明。征收房屋涉及到

被征收人子女入学的，被征收人子女可以在原居住地学校就读，

也可以在回迁居住地学校就读（选择货币补偿的除外）。

（二）随迁子女。进一步健全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

女入学政策。随迁子女入学需提供父母的居住证、户口簿，并根

据需要提供合法稳定居住证明、合法稳定就业证明等材料，小学

生一并提供预防接种证明。坚持以流入地政府、公办义务教育学

校为主安排随迁子女入学，混合编班、统一管理。随迁子女能够

提供有效房产证明的，就近安排入学；不能提供有效房产证明的，

需提供父母的合法稳定就业证明等材料，由县教育和体育局统筹，

视学位剩余情况就近或相对就近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

（三）孤困和建档立卡儿童。做好孤困儿童（孤儿、困境儿

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建档立卡儿童等特殊群体学生的就学保障

工作。学校要精准掌握孤困、建档立卡儿童情况，开学两周内进

行普查。要在摸准底数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特殊群体学生关爱

档案库”、资助救助、“教师妈妈（爸爸）”等关爱政策。

（四）残疾儿童。大力推进融合教育，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

班就读的方式，安排轻度适龄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对具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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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能力但不能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通过特殊教育学校集中就学、

送教上门等方式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并由就读学校或送教学校

按规定注册学籍。县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对适龄残疾儿童接受

义务教育的能力进行评估认定，提出入学安置意见，明确其接受

义务教育的方式和具体就读（送教）学校。严禁学校拒绝接收符

合条件的适龄残疾儿童入学。

特殊教育学校招生报名工作与义务教育普通学校同时进行。

昌乐县特殊教育学校地址：昌乐县城恒安街 78 号，联系电话：

6222371。

（五）高层次人才子女。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支持人才

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潍发〔2018〕10 号），对潍坊市引进的

高端人才（含经组织部门认定的国际国内顶尖人才，通过潍坊市

申报入选或全职引进的国家级重点人才工程人选、泰山产业领军

人才、泰山学者、鸢都产业领军人才、鸢都学者）子女入学，报

名时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本着尊重本人意愿和就近就便原则，

简化办理流程，在工作地或居住地优先协调入学。

（六）优抚对象子女。对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

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武警部队现役军人、在

职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及其他优抚对象，按照有关规定落实教育优

待政策。现役军人子女未随迁留在原驻地或原户籍地的，在原驻

地或原户籍地享受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政策。立功受奖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一线人员子女，按照省、市有关规定，就近就便安排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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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受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人员子女名单由山东省教育厅提

供。

六、提高服务效能

（一）做好政策宣传和正向引导。县教育和体育局、义务教

育学校均设立招生服务机构，安排熟悉招生业务、综合素质高的

工作人员解答学生和家长的咨询。在学校大门口明显位置张贴学

校咨询电话和联系人等，便于家长咨询，各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咨

询电话见附件 1。学校可以设立“校园开放日”，让学区内家长

充分了解学校办学情况，同时公布招生惠民电话,方便学生及家长

进行政策咨询、诉求表达、建言献策等。

县教育和体育局与大数据、公安、自然资源、住建、人社、

市场监管、民政、卫健、残联等部门数据共享，进一步完善招生

平台功能，推动流程优化再造，凡非必须现场办理的业务，推行

基于大数据共享的“网上办、掌上办、全网办”，在“零跑腿”

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入学报名“零证明”。

（二）坚持“阳光招生”。县教育和体育局按照便民、高效、

公开原则，进一步梳理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网上信息采集流程，继

续简化证明材料，制定入学材料清单，提前向社会公布，并通过

网站、学校门口张贴等方式广泛宣传。建立招生结果公示制度，

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招生结束一周内，在学校网站或公示栏公示新

生名单，并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家长。

（三）完善依法保障入学制度。严格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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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学通知书制度。要对辖区内 6-15 周岁未入学适龄儿童信息进行

摸底核实，秋季招生入学前，县教育和体育局组织发放入学通知

书（式样见附件 2）；对于失学辍学儿童，县教育和体育局联合

镇（街、区）和村居（社区）第一时间下达复学通知书（式样见

附件 3），告知法定责任义务。对于逾期未报到的适龄儿童，要

及时催促；对于外出就学的，要掌握其具体就学情况。加强部门

联动会商，健全失学辍学联合劝返机制，对于家长或其他监护人

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入学或造成辍学的，县教育和体育局联

合镇（街、区）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提

请司法部门依法发放相关司法文书，敦促家长送子女接受义务教

育；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各教管办、学

校要层层落实工作责任，做好延缓入学审批、失学辍学书面报告、

联控联保和劝返复学工作，除经教育、残联、卫健等有关部门联

合评定的不具备学习能力的儿童外，做到应入尽入。要严查非法

办学行为，继续严格排查并严厉查处社会培训机构以“国学班”

“读经班”“私塾”等方式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学行为。

七、加强招生管理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学校要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

面加强对学校招生工作的领导、指导和监督。招生工作实行校长

负责制、领导带班制和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确保招生工作平稳

有序。要认真梳理制定应急预案，将风险管控贯穿招生工作全过

程。高度重视学生和家长信息等隐私安全，责任到人，严禁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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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招生工作重要事项第一时间报告制度，相关的突发事件、群

体事件及存在安全隐患的事件，要第一时间向县教育和体育局报

告。

（二）坚决落实免试要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必须按照公布

的招生片区或范围进行登记入学，不得通过笔试、面试、面谈、

考察或擅自附加其他任何条件招生。严禁义务教育学校以各类竞

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严禁自行组

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

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不得采用“特长生”

招生。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

所有公办、民办学校均不得跨区域、跨范围招生，不得在开学前

后采取考试方式分班。按照课程标准严格执行零起点教学要求，

小学入学 2 周内设置过渡性活动课程，认真做好幼小衔接。

（三）加强民办学校招生管理。民办学校均通过义务教育学

校招生报名平台报名，不得自行组织报名。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宣传要报县教育和体育局备案后实施。学校招

生简章和广告必须使用规范学校名称，必须公布学校办学许可证

号、办学类别、办学地点、招生计划、招生范围、招生条件、招

生程序、报名网址（昌乐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报名系统）、收费

项目、收费标准及依据、咨询方式等。

严禁任何民办学校以任何形式发布“直升高中”等虚假招生

广告，误导社会、学生及家长。严禁民办学校无计划、超计划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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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招生；严禁民办学校变相“掐尖”选生源，严禁以任何形式选

拔初中在校学生提前进入高中学习；严禁学校擅自向学生或家长

承诺招生，或擅自签订所谓“招生协议”；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

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或通过第三方渠道变相揽生源。严禁学校

无故劝退学生或变相劝退学生。

（四）防止大班额问题反弹。起始年级严格按照小学每班不

超过 45 人、初中每班不超过 50 人招生。各学校要在县教育和

体育局统一规定时间内，严格按划定范围和条件招生，不得提前

组织报名或滞后招生。不得招收已被其他学校正式招收的学生。

（五）严格规范学籍管理。各学校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

教育部门中小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加强学籍注册和管理，根据招

生报到结果，按时为正常招收的学生注册学籍或办理学籍转接。

严禁接收不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坚决杜绝抢注学籍、漏建学籍，

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不得为违规跨

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

（六）其他纪律要求。严格落实招生工作各项规定和纪律，

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招生行为。严禁公办学校与民

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编班；严禁义务教育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

重点班、快慢班；严禁学校对学生进行成绩排名、宣传考试状元

和升学率。民办学校招生过程纳入信誉等级管理。健全违规招生

查处和责任追究机制，对于举报的乱拉生源、弄虚作假、谋取私

利等违规招生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在招生过程中造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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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学校，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评、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于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减

少下一年度招生计划、停止当年招生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罚。

附件：

1.昌乐县 2021 年义务教育招生咨询电话

2.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式样）

3.义务教育复学通知书（式样）

昌乐县教育和体育局

2021 年 7 月 16 日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昌乐县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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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咨询电话

各镇（街、区）教管办

单位 电话 单位 电话

经济开发区教管办 6853936 乔官镇教管办 6761358

首阳山教管办 15864578773 营丘镇教管办 6921111

朱刘街道教管办 6850076 红河镇教管办 15725621020

宝都街道教管办 6226208 鄌郚镇教管办 6611342

五图街道教管办 6731506 高崖库区教管办 6691103

义务教育学校

单位 电话 备注

山东省昌乐第一中学 6297199

山东省昌乐二中 6295778

潍坊美加实验学校 6850788

昌乐北大公学学校 6209616

昌乐一中英才实验学校 6209376

昌乐县实验中学 6221225

昌乐县新城中学 685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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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乐县首阳山中学 6290736

昌乐县宝通中学 6291257

昌乐县特殊教育学校 15064409103

昌乐县实验小学 6222928

山东省昌乐特师附属小学 6222349

昌乐县西湖小学 6236399

昌乐县第二实验小学 6209515

昌乐县古城小学 6221927

昌乐县方山小学 6221599

昌乐行知实验学校 6850576

昌乐县宝都街道小学 6222688

昌乐县宝都街道尧沟小学 15563617808

昌乐县经济开发区小学 18853621987

昌乐县宝石城小学 13793608003

昌乐县经济开发区马家河小学 18906362940

昌乐县朱刘街道小学 6850066

昌乐县五图街道小学 13863666938

昌乐县五图街道邓家庄小学 13963603718

昌乐县九龙湖小学 13869684608

昌乐县首阳山旅游度假区贵和小学 15864578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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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乐县鄌郚镇中学 13863629921

昌乐县鄌郚镇小学 18853676527

昌乐县鄌郚镇北鄌郚小学 15169525918

昌乐县鄌郚镇漳河小学 13583628918

昌乐县鄌郚镇包庄小学 13793602924

昌乐县乔官镇小学 13963648721

昌乐县乔官镇北展小学 6636608

昌乐县乔官镇北岩小学 13465699778

昌乐县乔官镇青龙小学 13070709897

昌乐县乔官镇实验小学 15265666029

昌乐县红河镇中学 13791862679

昌乐县红河镇小学 13863629850

昌乐县红河镇平原小学 13563636012

昌乐县红河镇朱汉小学 15069669129

昌乐县红河镇大宅科小学 13953605550

昌乐县营丘镇中学 13780829176

昌乐县营丘镇小学 13884702726

昌乐县营丘镇河头小学 13583694508

昌乐县营丘镇阿陀小学 13406622519

昌乐县营丘镇崖头小学 1385449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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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乐县营丘镇崔家庄小学 13605363017

昌乐县高崖水库库区小学 13853379886

昌乐县教育和体育局： 623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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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式样）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

有关规定和要求，接受义务教育是法律赋予每个适龄儿童的权利

和义务。您的孩子（被监护人） 已经达到接受义务教育

年龄，请您于 月 日前送其到 学校报到入学并

完成义务教育。

（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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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义务教育复学通知书（式样）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

有关规定和要求，接受义务教育是法律赋予每个适龄儿童的权利

和义务。您的孩子（被监护人） 处于接受义务教育年龄，

请您于 月 日前送其到 学校报到复学并完成义

务教育。

（单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