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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划分不变，网上预登记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21 日 0 时至 3 月 31 日 24 时

今年城区公办初中小学招生政策出炉
小学第四批根据城区公办小学招生学额和缴纳养老保险年限长短录取
初中第四批电脑派位学校在原有基础上增加鹿山中学
今后几年，城区公办初中、小学的入学条件将有变化
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程月琴

昨日，区教育局发布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2018 年富阳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招生工作指导意见》。2018 年新生招生按照划片招生，适龄儿童、少
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年龄为 6 周岁，即 2012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的适龄儿童；初中一年级新生为受完 6 年小学教育的适龄少年。

今年学区不变，3 月 21 日起预登记
今后几年，城区入学条件将有变化
2018 年，城区公办初中、小学实行新
生网上预登记。网上预登记开放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21 日 0 时至 3 月 31 日 24 时，5
月 10 日 0 时起可在网上查阅初审结果。符
合城区公办初中前三批新生和小学四个批
次条件的新生可以进行网上预登记，并接
受核查。
城区各公办小学，2018 年 7 月 4 日、5
日两天为前三批新生现场确认日，7 月 12
日为第四批新生现场确认日（第四批新生
现场确认地点在富阳学院文教路校区）；城
区各初中，7 月 5 日、6 日两天为前三批新生
现场确认日，第四批于 7 月中下旬进行电
脑派位。值得注意的是，错过预登记的小
学新生可以在 2018 年 7 月 4 日、5 日，初中
新生可以在 7 月 5 日、6 日到所对应学校凭
证现场确认。

招生办法：分四批先后顺序录取
需要注意的是，今后几年，城区公办初
中、富春街道城区公办小学的入学条件将
有变化。从 2019 年起，城区公办小学申请
入学条件为前三批，即具有富春街道所属
社区、行政村户籍（大青、三桥除外）的适龄
儿童、
父（母）持有城区住房房产证或住宅类
不动产权证的适龄儿童。符合原第四批条
件的学生在家长申请的前提下，调剂到周
边招生后有余额的学校，或者回户籍地址
所在学校就读。富春街道、春建乡小学毕
业并符合第四批条件的适龄少年可以申请
初中电脑派位，
其他乡镇（街道）小学毕业的
适龄少年不再纳入初中电脑派位范围。
从 2021 年起，适龄儿童、少年父（母）
取得的住宅类不动产权证应满一年，即适
龄儿童、少年父（母）在城区住宅类不动产
权证取得截止日期为前一年的 6 月 30 日。

2018 年，当学区内符合条件的申请
就读人数未超过经核定的招生计划，富
春街道城区公办小学和城区公办初中

不得拒绝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入
学。当学区内符合条件的申请就读人
数超过经核定的该校招生计划，学校应

根据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和家庭住房、
务工等情况，按照“住、户一致”优先原
则，
按下列先后顺序录取。

城区公办小学
第一批：具有富春街道所属社区、
行政村户籍（大青、三桥除外），且户籍
与父母户籍、住房房产证或住宅类不
动产权证，均在同一学区的适龄儿童，
向适龄儿童户籍地址所在学区的学校
提出申请。
第二批：具有富春街道所属社区、
行政村户籍（大青、三桥除外），且户籍
与父（母）住房房产证或住宅类不动产
权证不在同一学区，或父（母）在城区
确无住房房产证或住宅类不动产权证
的适龄儿童，向适龄儿童户籍地址所
在学区的学校提出申请。

第三批：具有富阳城区以外户籍
（包括大青、三桥），且父（母）持有城区
住房房产证或住宅类不动产权证的适
龄儿童，可向父（母）住房房产证或住
宅类不动产权证地址所在学区的学校
提出申请。
第四批：富阳城区以外本区户籍
（包括大青、三桥）、父（母）未持有城区
住房房产证或住宅类不动产权证，且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适龄儿童可通过
网上预登记的方式向区教育局提出申
请：
（1）父（母）持有城区营业执照且

仍在经营，同时连续缴纳养老保险达
到规定年限，在城区有固定住所的适
龄儿童。
（2）父（母）持有城区企事业单位
劳动合同且仍在该企事业单位工作，
连续缴纳养老保险达到规定年限，在
城区有固定住所的适龄儿童。
在金桥工业园区内企业工作的职
工，具有企事业单位劳动合同且仍在
该企事业单位工作，连续缴纳养老保
险达到规定年限，其子女可向三桥小
学提出申请。

城区公办初中
第一批：具有富春街道和春建乡
所属社区、行政村户籍，且适龄少年户
籍与父母户籍、住房房产证或住宅类
不动产权证，均在同一学区的适龄少
年，向适龄少年户籍地址所在学区的
学校提出申请。
第二批：具有富春街道和春建乡
所属社区、行政村户籍，且适龄少年户
籍与父（母）住房房产证或住宅类不动
产权证不在同一学区，或父（母）在城
区确无住房房产证或住宅类不动产权
证的适龄少年，向适龄少年户籍地址
所在学区的学校提出申请。

第三批：具有富阳城区以外户籍，
且父（母）持有城区住房房产证或住宅
类 不 动 产 权 证 的 适 龄 少 年 ，可 向 父
（母）住房房产证或住宅类不动产权证
地址所在学区的学校提出申请。
第四批：具有富春街道和春建乡
以外本区户籍、父（母）未持有城区住
房房产证或住宅类不动产权证，且符
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适龄少年，可申请
参加城区初中电脑派位：
（1）在富春街道和春建乡小学就
读的学生，可向原毕业小学领取《电脑
派位申请表》，经父（母）签字同意后提

出申请。
（2）在其他小学就读，且符合以下
条件之一的学生，
可于 6 月底向户籍地
址所在学区初中领取《电脑派位申请
表》，
经父（母）签字同意后提出申请：
①父（母）持有城区营业执照且仍
在经营，同时连续缴纳养老保险达到
规定年限，且在城区有固定居住地的
适龄少年。
②父（母）持有城区企事业单位劳
动合同且仍在该企事业单位工作，同
时连续缴纳养老保险达到规定年限，
并在城区有固定居住地的适龄少年。

城区公办小学学区划分

1. 实验小学鹳山校区：恩波大道南段→ 桂花路→ 达夫路 →龙浦街→
大桥路以内区域。
2. 实验小学虎山校区：大桥路城东市场段→恩波大道北段以东区域。
3. 富春二小：苋浦江口→ 苋浦江→ 孙权桥→ 孙权路→ 春秋北路→ 春
秋南路→ 秦望路→ 江滨西大道以内区域。
4. 富春三小：孙权路→ 孙权桥→ 苋浦江→ 富春桥→ 恩波大道南段→
桂花路→达夫路 →龙浦街→ 大桥路以内区域。
5. 富春四小：恩波大道北段→ 孙权路→ 金桥北路→ 北环路→ 新桥江
→水稻所路以内区域。
6. 富春五小：孙权路→ 春秋北路→ 春秋南路→ 秦望路→ 文教路→体
育馆路→ 金桥南路以内区域。
7. 富春七小：江滨西大道→ 秦望路→ 文教路→ 体育馆路→ 金桥南路
→ 横凉亭路以内区域。
8. 富春八小：金桥北路→ 横凉亭路→ 金秋大道→三桥路、北环路以内
区域和春华、
秋丰村。

录取办法：利用资源，适度照顾
当前三批申请就读人数超过招生
计划时，招生学校可按某一类别中适龄
儿童、少年落户时间或其父（母）住房房
产证或住宅类不动产权证取得时间先
后排序确定拟录取名单。第三批中未
被申请就读学校录取的，可调剂到第三
批适龄儿童、少年录取后尚有学额的学
校。

因学额原因，富春街道城区公办小
学第四批在申请就读人数超过学校能
提供学额数的情况下，按照适龄儿童父
（母）缴纳养老保险的年限长短录取，取
满为止；同等情况下采用现场抽签方式
确定拟录取名单。第四批中未被录取
的适龄儿童在家长申请的前提下调剂
到周边招生后有余额的学校，或者回户

籍地址所在学校就读。
城区公办初中第四批学生，在公办
初中招收前三批学生结束后且尚有余
额的前提下，于 7 月中下旬采用电脑派
位的方式确定就读初中。值得注意的
是，今年城区初中第四批电脑派位的学
校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鹿山中学。

相关要求：营业执照、劳动合同和养老保险均要求满两年以上
需要提醒的是，
上述适龄儿童、
少年
的户籍情况以公安部门核发的户籍簿为
依据；居住情况以房管部门核发的房屋
所有权证或国土部门核发的住宅类不动
产权证为依据。户籍迁入、城区住房房
产证或住宅类不动产权证取得截止日期
为 2018 年 6 月 30 日，且住房房产证或住
宅类不动产权证须为独立产权。
上述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持有的

城区营业执照、与城区企事业单位签订
的劳动合同和养老保险均要求满两年
以上，办理时间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
适龄儿童、少年父（母）养老保险专
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养老
保险，均要求缴在富阳区，且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两年内为正常连续缴纳（不
含各类补缴、转保等缴纳方式）。持有

城区营业执照的适龄儿童、少年父（母）
（即营业执照上的负责人）的养老保险
必须是与营业执照一致的企业或商店
名义缴纳。持有城区企事业单位劳动
合同的适龄儿童、少年父（母）的养老保
险必须在劳动合同期间由合同签约单
位缴纳。在城区的各类连锁企业工作
的适龄儿童、少年父（母）的养老保险必
须在富阳区缴纳。

新闻延伸

符合下列条件可向区教育局提出申请就读

城区公办初中学区划分
1.郁达夫中学达夫校区：富春桥→苋浦江→桂花西路→春秋北路→孙
权路→恩波大道以东区域。
2.郁达夫中学文豪校区：北环路→金浦路→文居街→金桥北路→桂花
西路→春秋北路→孙权路→恩波大道→水稻所路→新桥江以内区域。
3.富春中学：金桥南路→体育馆路行政服务中心→ 南山路→ 西山路→
鸣翠桃源，
华庭路→江滨西大道→富春桥→苋浦江→桂花西路以内区域。
4.富春三中：金浦路→文居街→金桥北路→金桥南路→体育馆路行政
服务中心以西区域及富春街道所属各行政村和春建乡各行政村。

下列适龄儿童、少年可凭区级及以
上职能部门核发的相关证明材料于 7 月
4 日、5 日、6 日三天向区教育局提出申
请，区教育局根据有关政策核实材料后
予以安排：父（母）为我国驻外机构和因
公派往国外并长期在国外工作，需要由
亲属照管的适龄儿童；父母双方均在部
队、野外地质勘探部门、远洋航运工作，
需要亲属照管的适龄儿童；父（母）为烈
士、当年军转干部、引进人才、投资客
商、道德模范（见义勇为者）的适龄儿童

以及经区对台工作部门确认的台胞子
女等。
在城区居住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
凡符合《富阳市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就学管理暂行办法》或《流动
人口随迁子女在杭州市区接受学前教
育和义务教育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条
件的，于 7 月 4 日持相关材料向春蕾小
学东山校区提出申请，学校核实材料后
进行录取。
在富春街道和春建乡居住的流动

人口随迁子女，且在富春街道和春建乡
所属小学就读毕业，凡符合《富阳市义
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管
理暂行办法》或《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
杭州市区接受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管
理办法（试行）》规定条件的，于 6 月中旬
到原毕业小学领取相关表册，经父（母）
签字同意后，由各小学汇总至区教育
局，由区教育局通过电脑派位的方式安
排到城区之外招生后有学额的初中学
校就读。

阳光招生：公布投诉电话和咨询电话
今年，继续严格执行招生政策，实
施阳光招生。各学校要将各类拟录取
名单在学校公示栏和富阳教育信息网
上予以公示。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不
得以任何名义收取与招生挂钩的任何
费用。

为确保全区公办初中、小学招生工
作的公平性和严肃性，区教育局与招生
学校签订招生工作责任书，并公布违规
招生举报投诉电话：61700992（区纪委
派驻教育局纪检组），受理、查处有关违
规招生的举报和投诉。对弄虚作假的

家长或社会人员移交公安部门处理，学
校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区纪委作出
处理；其子女取消城区学校就读资格。
同时为方便家长咨询，公布区教育
局招生咨询电话：初中 63379560（刘老
师）、小学 63347347（邱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