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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2020年牡丹区义务教育学校(初中)招生工作实施意见》出台

阳光招生，严禁跨学区招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德领

6月29日，牡丹区举行初中学
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下发了

《2020年牡丹区义务教育学校(初
中)招生工作实施意见》，要求牡
丹区各初中学校依法保障适龄儿
童入学，严格执行免试入学原则，
严格按照学区范围招生，严格控
制班额；严格按照招生程序，规范
民办学校招生，保障特殊群体受
教育权利严肃招生工作纪律，严
密组织好招生的各项工作。

严禁乱拉生源

严禁跨学区招生

各学校要严格履行控辍保学
法定职责，完善义务教育入学通
知书制度，做好失学辍学书面报
告、联控联保和劝返复学工作，重
点关注残疾儿童、特困家庭儿童、
留守儿童群体，保障适龄儿童少
年接受义务教育权利。各学校要
按照《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
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要求，“一
校一案”制定控辍保学工作方案，
协同有关部门共同做好控辍保学
工作。各初中学校依托学籍管理
系统，建立本学区内小学毕业生
入学台账，确保本学区内小学毕
业生除经教育、残联、卫健等有关
部门联合评定的不具备接受教育
能力儿童外，全部升入初中学校。
区教体局将依托中小学学籍系
统，对各学校控辍保学工作进行
监测和定期通报。

各初中学校不得举行或变相
举行各种选拔性考试，确保学区
内符合条件的小学毕业生免试入
学。城区各初中学校在严格进行
入学资格审查的基础上，实行学
区内小学毕业生对口直升方式入
学，严禁乱拉生源，严禁跨学区招
生。

招生范围为牡丹区第二十一
中学：牡丹区实验小学、牡丹区第
二小学、牡丹区第一小学、南城办
事处南关小学、牡丹区南苑小学、
南城办事处张楼小学、南城办事
处侯店小学；牡丹区第二十二中
学：牡丹区第八小学、牡丹区东关
小学、牡丹区东苑小学、东城办事
处双河小学、牡丹区太原路小学、
牡丹区胜利小学；牡丹区实验中
学：菏泽市第二实验小学、牡丹区
第二实验小学、牡丹区第四小学、

牡丹区中华西路小学、牡丹区西
苑小学；牡丹区长城学校初中部：
牡丹区长城学校小学部、牡丹区
第五小学、牡丹区北苑小学、北城
办事处贵阳路小学。镇街初中学
校的学区为学校所在行政区域，
一个镇街有两所或两所以上初中
学校，由中心校划分服务区域。

严格控制班额，按照菏泽市
教育局化解大班额工作要求，
2020年秋季开学后要全部消除56
人及以上大班额，有条件的初中
要按照每班不超过50人招生。

严禁各类

“奇葩证明”“循环证明”

各小学通知六年级毕业学生
及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规定
时间内上交户口簿、房产证(无房
产证的需提供购房合同和购房发
票)、学区内居住证明等证件材
料。

各学校要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山东省义务
教育条例》和国家、省、市招生入
学有关政策规定，对要求提供的
入学证明材料进行逐项核查，列
出材料清单。凡没有法律法规依
据的证明和盖章环节、实际办理
程序复杂繁琐且有关单位无法证
明的、可通过与其他部门信息共
享获取相关信息的，原则上一律
取消。严禁各类“奇葩证明”“循环
证明”“重复证明”，特别是对于群
众反映强烈的“能提供户口证明，

又再要求提供出生医学证明”“能
提供父母和其他法定监护人不动
产证明，又再要求提供物业费、水
费、电费缴费票据”等现象要坚决
杜绝。

资格审查以户口簿和房产
证(无房产证的需提供购房合同
和购房发票)等证明材料为主要
依据；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学资格的审查以监护人身份
证、户口簿、学区内居住证明、监
护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
同和社会保险交纳证明等材料
为依据；对城区内经商人员随迁
子女入学资格的审查以监护人
身份证、户口簿、学区内居住证
明、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等相
关资料为依据；对引进高层次人
才、返乡创业人员子女的审查以
监护人身份证、户口簿、有关单
位证明等材料为依据；对军人子
女审查以监护人身份证、户口
簿、军官证、团级以上单位政治
机关证明等材料为依据。招生学
校要组成工作专班进行入学资
格审查，并加强与公安、住建、人
社、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的联
系，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
认真核对家长提供的各种证件，
确保审核结果真实无误。

保障特殊群体

受教育权利

各学校要深入推进教育扶贫
工程，协同扶贫部门，加强助学政

策宣传，精准分类施策，做好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入学保障工
作，确保完成义务教育，不让一名
适龄儿童少年因贫失学。

进一步完善进城务工经商人
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政
策，将随迁子女教育工作纳入牡
丹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公共教
育服务体系。各学校按照政策规
定做好随迁子女入学工作。

全面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将
父母外出务工情况和监护人变化
情况逐一进行登记并及时更新，
准确掌握、分析留守儿童的学习
和生活情况。在新学期学生报到
时，认真做好留守儿童入学管理
工作，全面了解留守儿童学籍变
动情况，将保障留守儿童按时入
学作为控辍保学工作的重要内
容。

做好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工
作，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就便
就读，大力推进融合教育，优先采
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就
近安排轻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
受义务教育；中、重度残疾儿童少
年安排至特殊教育学校就读；需
要专人护理、不能到学校就读的
实施送教上门服务，多种方式保
障其接受义务教育。对于入学安
置有争议的，由区教体局会同残
联、卫健等部门组成工作专班，对
其接受义务教育的能力进行评估
认定，提出入学安置建议，明确适
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
方式和具体就读(送教)学校。

落实优抚对象子女入学政
策。各学校要高度重视军人子女
教育工作，严格按照《菏泽市军
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实施细则》
(菏政联〔2012〕1号)有关规定办
理军人子女入学手续。对于引进
高层次人才子女、返乡创业人员
子女入学，按照就近原则，优先
协调安排入学。对烈士子女按照
有关规定细化入学操作程序，落
实教育优待政策。对符合条件的
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
民警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按
照公安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
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
工作的通知》(公政治〔2018〕27
号)执行。

按照山东省委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为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
办好十二件实事的通知》要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子
女需升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
结合学生和家长意愿，就近就便
安排就读。一线人员条件、范围及
人员名单以省卫健委确定的为准
(该政策有效期至2020年底，立功
受奖人员可延长至2021年底)。

切实加强领导

严肃招生工作纪律

严格落实学校招生政策，公
办学校不得跨学区招生，禁止任
何学校招生时举行或变相举行选
拔性考试。未经批准，学校擅自招
收学区外学生的一律不予注册学
籍。

实行“阳光招生”“阳光分
班”，各招生学校要通过各种宣传
媒介，向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学生
家长宣传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政
策，公开招生信息，包括具体政
策、招生范围、学校办学条件、招
生计划、工作安排、咨询方式、招
生结果、监督举报平台等，实行阳
光招生，接受社会监督。所有义务
教育学校对新入学的学生实行均
衡编班、阳光分班，并加强社会监
督。

招生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制，
要明确分工，责任到人。有关人员
要严于律己，秉公办事。要端正工
作态度，不折不扣地执行政策，严
密组织好招生的各项工作。对招
生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
推诿，不扯皮，不上交矛盾。区教
体局组织有关人员参与各学校的
招生工作，对招生工作进行监督
和指导。凡违反有关规定的，要对
学校主要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进
行严肃问责。

突发短时阵雨或雷雨
将成为菏泽“常客”

本报菏泽6月29日讯(记者
李德领) 29日，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从菏泽市气象台
获悉，目前正值汛期，突发短时
阵雨或雷雨成为常客，市民外
出时要加强防范意识。

29日，菏泽市区云层厚，天
气阴沉，体感凉爽舒适。据最新
气象资料分析，目前菏泽市处
于雨区北部，受其影响，部分县
区产生分散性阵雨，正值汛期，
突发短时阵雨或雷雨是常客，
气象专家提醒，雷雨天气尽量
减少出行，加强防范意识。

预计6月30日到7月1日，受

冷空气影响，菏泽局部有雷雨，
雨量分布不均，市民要及时关
注临近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合
理安排生产生活。

据菏泽市气象台预报，29
日夜间到30日白天，多云间阴，
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9℃，最低
温度22℃，西南风2～3级转北
风3～4级，雷雨时阵风6-7级。
30日夜间到7月1日白天，多云，
最高温度29℃，最低温度18℃，
东南风2～3级。7月1日夜间到7
月 2日白天，多云，最高温度
31℃，最低温度22℃，东南风2
～3级转3～4级。

第二届儒商大会菏泽分会场今开幕
采取线上方式进行，精选推介72个项目参与洽谈

本报菏泽6月29日讯(记者
李德领) 根据省委、省政府工作
安排，第二届儒商大会暨青年企
业家创新发展国际峰会(简称大
会)定于6月30日举办，采取线上
方式进行。对这次大会，菏泽市高
度重视，成立了以市政府主要领
导为主任的筹备工作组委会，下
设6个工作组，主要做好综合协
调、客商邀请、项目推介、洽谈签
约、宣传等筹备工作。筹备工作组
委会办公室多次召开调度会，对

筹备工作进行调度协调、对下步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截至目前，邀请参加菏泽分
会场活动的嘉宾共计300余人，其
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科
技大学教授瞿金平，加拿大贝朗
生物科技集团董事长兼CEO王
维，花沐医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道志，优必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勇，香港震雄
集团董事、香港菏泽经贸文化促
进会主席蒋丽苓等重要嘉宾。

据悉，菏泽市精选一批重大
基础设施、新基建、重大产业、工
业技改、补短板强弱项等项目，提
前定向推送给嘉宾，项目团队与
感兴趣的投资方做好前期对接，
确定洽谈代表和洽谈方案，菏泽
市紧紧围绕“231”产业体系，拟推
出20多个重点产业园区进行推
介，参与洽谈项目72个。这次大
会，菏泽市将在高质量“双招双
引”、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发方面
取得较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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