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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教体〔2019〕19号 签 发 人：刘 博

惠 济 区 教 体 局
关于做好 2019 年小学入学工作的

通 知

各中心学校、局直学校：

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招生政策，结合我区实

际情况，为切实做好 2019 年我区小学入学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指导思想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依据，坚持“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遵循有利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公正，促进基础教育

均衡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小学招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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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进一步完善入学办法,规范招生行为,确保所有适龄儿童全部

入校就读。

二、入学规定

（一）报名时间：2019年 8月 19日—20日

（二）报名地点

1.辖区内镇（办）适龄儿童可直接到户口所在村（居委会）

的小学报名入学（具体报名地点参看附件 2）。

2.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刘寨街道办事处辖区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统一到惠济区东风路小学报名；长兴路街道办事处辖

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统一到惠济区江山路第一小学报名；迎

宾路街道办事处辖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统一到惠济区迎宾路

小学报名；惠济区古荥镇辖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统一到古荥

镇南王村小学报名；新城街道办事处辖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统一到惠济区弓寨小学报名;大河路街道办事处辖区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统一到惠济区铁炉寨小学报名；江山路街道办事处辖

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统一到惠济区薛岗小学报名；惠济区花

园口镇辖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统一到郑州市京水回民小学报

名。

（三）报名手续：具有市区常住户口的适龄儿童，报名时须

持户口簿、房屋所有权证、父母身份证、儿童预防接种证，到规

定学校履行报名手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须持郑州市

居住证、父母一方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工商行政部门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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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营业执照、户籍所在地的户口簿、父母身份证、儿童预防接

种证，到实际居住地由区教体局指定的报名点报名，经审查同意，

按照相对就近入学的原则，安排到相关学校就读。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章第十一条

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

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

推迟到七周岁”。依照《郑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郑州市市区2019

年小学入学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惠济区东风路小

学、惠济区实验小学、惠济区艺术小学入学年龄确定为六周岁四

个月（2013 年 4 月 30 日前出生）；其他学校一年级新生的入学

年龄为六周岁（2013 年 8月 31日前出生）。

（五）辖区各小学在组织适龄儿童入学时，一定要按照《河

南省教育厅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

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精神，做好残疾儿童少年的入学登记工作，

落实“一人一案”，做到“全履盖、零拒绝”，依法做好残疾儿

童少年的入学安置工作，尤其要做好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和送教上

门工作。各学校要妥善安排好孤独症儿童的随班就读工作，江山

路中心学校、迎宾路中心学校、古荥镇中心学校和花园口镇中心

学校要进一步做好残疾儿童资源教室建设和师资队伍引进，积极

推进孤独症儿童随班就读工作。各中心学校、局直学校要及时将

残疾儿童、孤独症儿童随班就读工作方案报区教体局，同时做好

留守儿童的统计、安置和关爱工作，确保每一个留守儿童顺利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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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健康成长。

（六）全面实施消除大班额专项规划。严格控制存在大班额、

超大班额学校的招生计划；严格控制一年级的班额，确保超大班

额零增量，大班额数量明显下降。各类小学要严格控制班额，原

则上每班不超过45人。特殊地段，因生源较多，确需突破规定班

额的必须报区教体局批准。

（七）坚持义务教育“免试、相对就近入学”及“平等受教

育”的原则，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十项严禁”纪律，严格执行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审计署关于印发〈治理义务教育阶段

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的通知》（教基一〔2012〕1号）和《河

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审计厅关于治理义

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实施意见》（豫教基一〔2012〕81 号）

精神，一律不准接收“择校生”，不准以考试或测试方式选拔录

取学生。不准擅自提前招生。不准利用招生违规收费，不准擅自

在学校招生计划外招生。不得拒收已经由教育行政部门认定、分

配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不得收取借读费。未经省教育厅批

准，任何小学不得以特长生或实验班的名义招收学生。各小学要

认真贯彻我市关于市区取消学前班的通知精神，一律不准办学前

班。

（八）坚持适龄儿童随父母生活的原则，坚持以适龄儿童随

父母生活家庭实际住址为准的原则，坚持户籍与父母生活家庭实

际住址一致的原则。父母不在本市生活的随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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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要求

（一）适龄儿童入学是一项教育活动，是小学阶段生活的第一

堂课，各学校要站在育人的层面上设计和实施好这项教育活动。

首先，要树立课程意识。立德树人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适龄

儿童入学是一门课程，学校要精心设计和实施好入学课程，落实

课程育人。其次，要树立服务意识。学校和教师是为学生的健康

成长提供服务的，学校要站在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层面上思考与实

践，为适龄儿童提供优质的入学服务，落实服务育人。第三要树

立分享意识。每一个孩子都是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和对学校无限的

期待跨入校门的，教师要学会分享孩子的喜悦，分享孩子的幸福，

落实分享育人。让孩子喜欢学校，喜欢老师，喜欢上学。

（二）区教体局成立以局长为组长的入学工作领导小组（见

附件 1），切实加强对小学入学工作的领导。各单位也要成立相

应的组织，认真搞好政策宣传，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摸清生源分

布状况，确定学校入学计划，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制订小学入

学工作预案，确保每一位适龄儿童都能入学。

（三）各小学入学工作要严格执行招生政策，严格执行收费

的有关规定，规范招生程序，增加工作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各

界和群众的监督。

（四）要严肃招生纪律，认真执行招生工作的各项规定。凡

违反招生政策规定乱招生的，区教体局将会同纪检、监察等部门

认真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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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对民办学校小学招生工作的管理，探索与公办学

校同步招生。民办小学要依法按计划招生（附件 3）；不得随意

扩大招生范围和招生规模；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文化课考试；招

生广告必须实事求是，符合有关教育法规和招生政策。

附件：

1.惠济区教体局小学入学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2.惠济区 2019 年小学招生报名点

3.惠济区 2019 年小学招生计划

2019 年 8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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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惠 济 区 教 体 局
小学入学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刘 博

副组长：陈爱军 崔永丽

组 员：黄金红 王文乐 李 晗 杨红卫

侯丙坤 武明远 弓忠勇 赵建松

陈 涛 田郑敏 杨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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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惠济区2019 年小学招生报名点

报名点 社区（村） 备注

东风路小学

1.张砦村户籍生；

2.同乐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3.裕华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刘寨街道办事处家属院、工商银行

家属院、南阳路军干四所家属院、天秀家园、教委东院、市政家属

院、拖拉机厂家属院（南阳路以东）；

4.粮运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城市之音、心语雅苑、南阳路 161

号、南阳路156号、南阳路155号、丰乐路1号、博颂路59号院童

鞋厂家属院、南阳路交通技校家属院、南阳路中粮设计院及家属院；

5.刘寨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区艺术小学

1.兴隆铺村户籍生；

2.刘寨村户籍生；

3.清华园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4.兴隆社区（不含祥和花园）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5.兴南社区（不含昌建誉峰）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6.裕华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裕华文汇、裕华文清、农机公司家

属院、教委西院、拖拉机厂家属院（南阳路以西）；

7.怡丰新都汇、升龙汇金小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区实验小学

1.毛庄村户籍生；

2.金河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民安北郡一期、北郡二期、鸣翠苑、

房管局家属院。

老鸦陈小学

1.老鸦陈村户籍生；

2.长兴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新希望澳园、裕华第九城市、冠军

花园、裕华美欣、惠济区医院家属院、裕华美晨、圣鼎柠檬郡；

3.银河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美之上、水景雅苑、常青苑、惠济

一中家属院、恒大家属院、三全食品有限公司小区、省七建公司小

区、林州九建家属院、五环村小区、老鸦陈乡家属院、洒水车队小

区、绿城苑小区、泰力小区、宏达小区、农机配件小区、金蓝湾、

中森福娃、区质监局家属院、协和制药厂家属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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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宏达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城市北岸、郑州市华联公司家属院、

天和人家、职介中心小区、金桂苑、丹尼斯小区、四方牧业、郑大

四附院家属院、水产研究所家属院、百文花园北院、华彩名居、逸

品澜香、国金花园。

江山路一小

1.王砦村户籍生；

2.王砦东区、王砦西区、商丘二建1-4号楼、商丘二建附1号楼常

住户口居民子女；

3.宏达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十二中家属院、北环教职工小区、

星海公司家属院、郑州市污水净化公司家属院、金杯家苑、长兴大

厦小区、百文花园南院；

4.兴隆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祥和花园；

5.兴南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昌建誉峰；

6.粮运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中基都市春天、建业壹号城邦；

7.长兴路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南阳小学

1.南阳寨村户籍生；

2.南阳村社区（1-58号楼）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3.彩虹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西湖花园、托斯卡纳、铁道家园、

金福源；

银山路

小学

1.东赵村、常庄村、李西河村户籍生；

2.龙泽文源小区、天和人家、天伦紫台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弓寨小学

1.弓寨村、宋庄村、宋庄惠文小区户籍生；

2.开元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运河上院、惠城社区、惠和苑；

3.新城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贾河小学
1.贾河村户籍生；

2.惠龙小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固城小学
1.固城村户籍生；

2.融创珑府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胖庄小学
1.胖庄村户籍生；

2.开元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田园风光、惠苑小区。

杜庄小学
1.杜庄村、下坡杨村户籍生；

2.华侨龙城（银杏苑）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薛岗小学

1.薛岗村户籍生；

2.荣苑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珠江荣景、裕园、桂花苑；

3.江山路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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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桥小学
1.双桥村户籍生；

2.亿豪山水人家、黎阳花园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师家河小学
1.师家河村户籍生；

2.孤独症儿童。

锦艺实验

小学

1.苏屯村户籍生；

2.锦艺四季城一期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3.天伦庄园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迎宾路小学

1.弓庄村户籍生；

2.弓庄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弓庄新社区（原波尔多小镇）、弓庄

新城、正弘澜庭叙；

3.银通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天地湾（一期、二期、三期）、中原

桂冠、惠达金苑、盈家水岸；

4.英才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天地湾（四期）、保利海上五月花；

5.迎宾路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开元路小学

1.木马村、杨庄村户籍生；

2.英才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绿城银水湾、牧业经济学院家属院；

3.民安北郡三期、碧源月湖、麟起城、惠弘园、惠弘新园、木马嘉

苑小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金洼小学

1.金洼村户籍生；

2.英才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黄河美邸、新青年、学府御园、水

映唐庄；

3.香山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逸品香山；

4.建业花园里小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惠济七中

小学部

1.迎宾路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大河龙城、颐河原筑、华庭溪谷、

盛景豪庭、千鹿山；

2.桂园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迎宾路3号、水境怡园、永威迎宾

府、香山公寓、迎宾路办事处家属院、联通花园、德金假日御园、

兰亭山庄；

3.银通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如意花园；

4.花园口镇教师家属院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香山小学

1.西黄刘村、马庄村户籍生；

2.香山华庭小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3.林语溪岸小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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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寨小学

1.青寨村户籍生；

2.御翠园小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3.桂园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邙山新区、迎宾花园小区；

4.迎宾社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九郡弘小区。

古荥小学

1.古荥村户籍生；

2.兴汉花园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3.古荥镇卫生院家属院、二十中家属院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古荥镇实验

小学

1.程庄村户籍生；

2.张定邦村户籍生；

3.岭军峪村户籍生；

4.纪公庙村户籍生。

黄河桥小学

1.黄河桥村户籍生；

2.黄河游览区家属院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3.黄河桥工务段家属院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南王村小学
1.南王村、曹村坡村户籍生；

2.古荥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孙庄小学

1.孙庄村户籍生；

2.长兴苑小区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3.思念果岭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古荥镇

实验小学

(马村校区)

1.马村户籍生。

大河路中心

小学

1.新庄村户籍生；

2.牛庄村户籍生；

3.惠济桥村户籍生；

4.前刘 1组、4组、5组户籍生。

保合寨小学 1.保合寨村户籍生。

岗李小学

1.岗李村户籍生；

2.前刘 2组、3组户籍生；

3.怡丰森林湖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铁炉寨小学
1.铁炉寨村户籍生；

2.大河路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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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源实验

小学
1.正商玉兰谷常住户口居民子女。

郑州市

京水回民

小学

1.京水、大庙、祥云寺村户籍生；

2.花园口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申庄小学 1.申庄村户籍生。

石桥小学 1.石桥村户籍生。

花园口小学 1.花园口村、南月堤村、赵兰庄户籍生。

八堡小学 1.八堡村户籍生。

注：该附件中的自然村包含所建社区，同时注意今年新增的备案小区也要统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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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

惠济区2019 年小学招生计划

单位
招生计
划（班）

单位
招生计
划（班）

局直小
学

东风路小学 6

迎宾路
中心学
校

金洼小学 7

区实验小学 8 青寨小学 3

区艺术小学 6 开元路小学 7

长兴路
中心学
校

老鸦陈小学 6 惠济七中小学部 6

江山路一小 6

大河路
中心学
校

大河路中心小学 6

南阳小学 4 保合寨小学 1

江山路
中心学
校

杜庄小学 2 岗李小学 1

薛岗小学 4 铁炉寨小学 4

双桥小学 3 绿源实验小学 5

师家河小学 2

古荥中
心学校

南王村小学 2

锦艺实验小学 4 黄河桥小学 1

新城中
心学校

银山路小学 4 孙庄小学 4

胖庄小学 2 古荥镇实验小学 3

固城小学 1 古荥小学 2

贾河小学 2
古荥镇实验小学

（马村校区）
1

弓寨小学 2

花园口
中心学
校

郑州市京水回民小学 3

弓寨小学(宋庄校区) 1 申庄小学 1

银山路小学(常庄校区) 1 石桥小学 1

迎宾路
中心学
校

迎宾路小学 6 八堡小学 2

香山小学 5 花园口小学 4

合 计 139

民办

郑州市陈中实验学校 15

民办

惠济鹤立学校 4

省实验英才国际小学 5 郑北一中学校 8

惠济区森林湖学校 3 枫叶小熊小学 3

合 计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