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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洸河街道办事处所
辖学校

1 .济宁学院附小科苑
校区：西起琵琶山路—金宇
路—科苑路—吴泰闸路—
火炬路—洸河路—西至琵
琶山路范围内(不含舜泰园
小区)。

2 .济宁学院附中高新
区校区小学部：金宇路以
北、琵琶山路以东、火炬路
以西的洸河街道办事处辖
区，外加光明小区、贵熙园、
舜泰园小区和警韵之家小
区内属于洸河街道办事处
辖区范围内。

3 .济宁学院附小冠亚
校区：火炬路以东、洸府河
以西、金宇路以南、洸河路
以北范围内。

4 .济宁学院附中高新
区校区东校区(金色兰庭小
学)：西起火炬路—机电一
路—长虹路—金宇路—洸
府河—任城大道—西至火
炬路范围内。

5 .济宁高新区洸河中
学小学部：西起科苑路—吴
泰闸路—火炬路—金宇
路—西至科苑路范围内及
西起火炬路—机电一路—
长虹路—金宇路—西至火
炬路范围内。

(二)柳行街道办事处所
辖学校

1 .济宁高新区崇文学
校小学部：洸府河以东，金
宇路(327国道)以南，东外
环以西的柳行街道辖区范
围。

2 .济宁高新区柳行柳
杨小学：洸府河以东，金宇
路(327国道)以北，杨柳街
以西范围内。

3 .济宁高新区柳行中
学小学部：杨柳街以东、金
宇路(327国道)以北、东外
环以西范围内。

4 .济宁高新区绿色家
园小学：东外环以东、崇文
大道以南的柳行街道辖区
范围。

5 .济宁高新区柳行南
营小学：东外环以东、327国
道以北、任城大道东沿路南
的柳行街道辖区范围。

6 .济宁高新区柳行郭
厂小学：皇桥、王厂、陈厂、
郭厂、许厂片区。

(三)黄屯街道办事处所
辖学校

济宁高新区黄屯中心
小学：黄屯街道辖区范围
(不含蓼河新城核心区范
围)。

(四)王因街道办事处所
辖学校

1 .济宁高新区王因中
心小学：王因管区。

2 .济宁高新区王因娄
庄小学：沙河管区及原娄庄
管区(不含仁美社区)部分
村居。

3 .济宁高新区仁美小
学：仁美社区范围。

4 .济宁高新区杨村煤
矿中学小学部：杨村煤矿生
活区、长庆管区，外加沙河
管区前韩村、后韩村和北许
村。

(五)接庄街道办事处所
辖学校

1 .济宁高新区济东小
学：济东新村、前李村、后李
村、贾庄村、蔡庄村、舒辛
村、中辛村、北辛村、古柳
村、黄楼村、申庄村。

2 .济宁高新区接庄中
心小学：接庄村、接庄东村、
常营村、乔庄村、姜庄村、北
辛村、前铺村、后铺村、官庄
村、宗营村、口头村、宋楼
村、西楼村。

3 .济宁高新区接庄十
里营小学：十里营村、前苏
村、后苏村、高庙村。

4 .济宁高新区接庄南
集小学(含原接庄后元小
学)：南贯集一村、南贯集二
村、南贯集三村、南贯集四
村、南贯集五村、南贯集六
村、东贯村、西贯村、丁庄
村、前元村、后元庄、郑庄
村、垞河村。

5 .济宁高新区大郝中
学小学部(原接庄大屯小
学)：大屯村、大郝村、小郝
村、八里营村、蒋屯村。

6 .济宁高新区第五中
学小学部：东贾村、中贾村、
西贾村、前栗村、后栗村。

(六)济宁高新区蓼河新
城外国语学校小学部：济宁
高新区蓼河新城核心区。

本报记者 张慧

《济宁高新区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及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公布

共共招招8855个个班班，，88月月66日日起起网网上上报报名名
本报济宁7月18日讯 (记

者 张慧) 近日，《济宁高新
区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及管
理工作实施方案》公布。本次
招生，坚持“相对就近、统筹
调配、免试入学”的原则，实
行小学服务区招生和初中对
口直升入学办法。高新区户
籍适龄儿童、进城务工随迁
入学子女均需于8月6日上午
9:00至8月8日下午5:00前，登
录济宁高新区管委会网站专
用网址(gxxxrx.cflyse.com)进

行网上报名。据了解，本次小
学一年级新生共计划招收85
个班。

在小学阶段招生中，入
学儿童需年满6周岁即2013
年8月31日前出生。户籍所在
地在街道、社区且参与村(居)
集体经济分配的家庭适龄儿
童在街道办事处辖区服务区
学校就近入学。不参与村(居)
集体经济分配的家庭适龄儿
童入学按照“房户一致优先”
原则，需户籍、房产、现居住

地址一致，且房产为适龄儿
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
所有。

其中，2019年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采取积分入
学办法，具体办法见《济宁高
新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积分入学暂行办法》。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积分达
到要求的，在高新区义务教育
公办小学入学。高新区户籍适
龄儿童、进城务工随迁入学子
女均需于8月6日上午9:00至8

月8日下午5 :00进行网上报
名，由其父母登录济宁高新区
管 委 会 网 站 专 用 网 址
(gxxxrx.cflyse.com)，进入“济
宁高新区适龄儿童入学服
务平台”窗口，按要求填写
信息进行网上注册报名，所
填信息须真实、完整、准确。

初中阶段招生中，实行
对口直升、统筹调配的免试
招生办法。8月中旬，高新区
各小学对小学毕业学生进行
对口初中分配。

据悉，本次招生过程中，
小学应届毕业生必须全部升
入初中就读，严禁留级。民办
义务教育学校主要面向高新
区辖区招生，与公办学校同
步招生。严格落实小学起始
年级不超过45人、中学起始
年级不超过 5 0人的标准招
生。对在校生数和班额达到
规定上限的学校，无学生转
出的，不准接受学生转入。

进城务工随迁子女
采取积分入学办法

2019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采取积分入学办法，具体
办法见《济宁高新区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入学暂行办
法》。

根据安排，8月6日上午9:00
至8月8日下午5:00，符合申请积
分基本条件的进城务工随迁入
学子女由其父母登录济宁高新
区 管 委 会 网 站 专 用 网 址
(gxxxrx.cflyse.com)进行网上注
册报名；8月7日至8月10日，网上
注册申报成功提交后，进城务
工随迁入学子女由其父母带齐
相关证件或证明材料，在规定
时间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一次
性材料提交审验并确认积分；8
月13日至8月15日，以街道为学
区对所有确认积分的进城务工
随迁子女入学分值及排序情况
进行公示，公示期3天。

8月16日，根据招生计划核
定接受随迁子女入学的公办小
学及其学位数，确定随迁子女
积分入学资格线并公布。8月17

日至8月18日，凡进入积分入学
资格线的随迁子女可根据实际
居所位置、积分排序位次和学
区内学校空余学位，进入“济宁
高新区适龄儿童入学服务平
台”窗口，点击“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志愿填报系
统”，并在网上自愿选报1-3所
就读学校 (须注明是否同意调
剂)。

8月21日，采取电脑派位方
式，按照“居住地就近、积分优
先、参照志愿、统筹调配”的原
则，确定录取名单。

8月22日-23日，被确定录取
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父母携带
适龄儿童并持积分确认单及全
家户口簿、适龄儿童出生证明、
儿童预防接种证等相关证件或
证明材料到录取学校进行现场
复核确认，签订《小学入学诚信
承诺书》等。8月24日，学校发放
录取通知书。

本报记者 张慧

在高新区初中阶段的招生
过程中，实行对口直升、统筹调
配的免试招生办法。

洸河街道办事处辖区内济
宁学院附中高新区校区小学部、
金色兰庭小学毕业生主要对口
济宁学院附中高新区校区，济宁
学院附小科苑校区、济宁学院附
小冠亚校区毕业生主要对口济
宁高新区洸河中学，户籍、房产
不在洸河街道辖区范围内的，由
济宁高新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工作领导小组在全区范围内统
筹调配。

柳行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崇
文学校小学部和绿色家园小学
毕业生对口崇文学校中学部，柳
杨小学、南营小学、郭厂小学毕

业生对口柳行中学。
黄屯街道办事处辖区内黄

屯中心小学毕业生对口黄屯中
心中学及济宁高新区蓼河新城
外国语学校中学部。

王因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王
因中心小学和王因娄庄小学毕
业生对口王因中心中学，杨村煤
矿中学小学部毕业生对口杨村
煤矿中学中学部。

接庄街道办事处辖区内接
庄中心小学、南集小学毕业生对
口接庄中心中学，十里营小学、
大郝中学小学部毕业生对口大
郝中学中学部，第五中学小学部
毕业生对口第五中学中学部，济
东小学毕业生对口济东中学。

本报记者 张慧

初中阶段免试招生
看孩子归哪所学校

招生服务范围已确定，上哪所学校一目了然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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