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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
全面实施划片就近入学。
坚持所有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含普通

高中的初中部）划片招生，小学生源均由就
近入学方式确定，初中95%以上生源由就
近入学方式确定。各地要加强统筹管理，
根据实际积极稳妥实行单校划片或多校划
片。已经市（州）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招收艺
术、体育特长生的初中学校要将特长生招
生比例控制在学校招生人数的5%以内，直
至2020年前取消特长生招生。特长生招
生学校名单、招生办法、招生人数由市（州）
教育行政部门汇总后于每年10月底前报
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备案。省级体育传统学
校项目招生，可由市（州）教育行政部门统
筹安排。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义务
教育招生入学统筹管理，尤其要统筹指导
县（市、区）招生划片方式、时间、程序等关
键政策的确定。

坚决执行免试入学。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所有公、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均不得采用笔试或者任何变相
形式的考试方式选拔生源；不得通过举办
相关培训班或与其他教育机构进行合作，
提前选拔、特殊培养学生；不得以各类竞
赛、考试证书、荣誉证书、学习等级或培训
机构的测试（学习）成绩等作为招生入学、
转学、插班依据或参考；不得登记、收取适
龄儿童少年学科竞赛或等级的证明材料
（含复印件），不得要求填报适龄儿童少年
学科竞赛或等级证书情况；不得在起始年
级预留学位并通过中高年级增班转学等形
式从其他学校选拔学生。

深化普通中小学招生制度改革
推进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制度改革。
根据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非营利性属

性分类原则，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应积极参
与随机派位招生制度改革，学校招生计划

30%以上名额在报名学生中由随机派位
方式确定，并根据各地实际逐步提高，剩
余名额可采取面谈等方式确定；对报名人
数不足招生计划30%的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应录取全部报名学生。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应制定面谈录取的时间、程序、录取
办法及规则、安全应急预案（含交通、安全
保卫）等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面谈
时间、程序、录取办法、录取结果等应通过
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发布等形式向社会
公示。

规范中小学招生时间程序。
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要明确规定当地

中小学招生时间，民办学校要与公办学校
同步招生。其中，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登记报名时间不得早于当年5月下旬；经
批准的公、民办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应安排
在中考后进行。严禁任何学校以任何名
义、任何形式提前组织报名、安排招生，严
禁在学生完成小学毕业考试和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前自行组织招生考试和录取新生，
严禁将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提前送
到高一级学校就读，严禁任何学校以任何
形式剥夺初中毕业学生参加中考和录取的
机会及权利。各地要严格中小学学制管
理，不得擅自改变学制，严禁以学制改革为
名提前选拔生源。

规范中考考试加分要求。
中考命题不得超出义务教育课程方

案和学科课程标准的规定要求，要避免偏
题、怪题和竞赛类题目。大幅减少、严格控
制加分项目，严格落实从2017年秋季入学
的初中一年级学生起全面取消体育类、艺
术类、科技类、比赛类、过程评价类等加分
项目。各地要组织对本地区加分项目进行
清理，同步取消地方规定的各类加分项
目。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保留的加分项
目，要严格控制加分分值，健全考生加分资
格审核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峥综合四川在线

4月16日，省教育厅就2018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再次明确所有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含普通高中的初中
部）划片招生，小学生源均由就近入学
方式确定，初中95%以上生源由就近
入学方式确定。

今年，民办学校要与公办学校同步
招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计划
30%以上名额在报名学生中由随机派
位方式确定。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登记报名时间不得早于当年5月下
旬；经批准的公、民办普通高中自主招
生应安排在中考后进行。各地要严格
中小学学制管理，不得擅自改变学制，
严禁以学制改革为名提前选拔生源。

关于划片办法

公办初中学校实行成都市户籍小
学毕业生在户籍所在地区（市）县参加
划片或划片随机派位入学。区（市）县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区域内学校的学
位计划及划片工作。不得将优质初中
划片范围扩大到所属行政区域全域。
片区划定后，应保持相对稳定，调整划
片范围要慎重稳妥。

民办初中学校实行招生简章和广
告备案制，学校要将主管教育行政部门
核定备案后的招生方案、招生简章、
《2018年成都市民办学校初中招生信息
公示表》和《民办学校2018年初中招生
承诺书》等招生信息通过学校门户网
站、微信公众号等向社会公布。

关于学位确定

今年小升初实行公办民办学校同
步招生，学生自愿报名参加民办学校的
招生。

中心城区公办学校小升初学位确
定分为三个批次进行（艺体特长生学位
确定，市直属学校等随机派位，各区县
划片及划片随机派位），凡上一批次已
经确定公办学位的学生不再参加以后
各批次公办学位确定。

民办初中学校成都市本地招生计
划30%的名额由随机派位方式确定，剩
余计划采用面谈等方式确定。每位成
都市小学毕业生可以填报一个随机派
位志愿和三个自主招生志愿，自主招生
第一个志愿与随机派位志愿相同。

关于随机派位

民办初中学校成都市本地生招生
计划30%的名额由随机派位方式确定，
剩余计划可采取面谈等方式确定。学
校随机派位报名人数超过派位计划时，
通过随机派位确定学位；学校随机派位
报名人数未超过派位计划时，则直接录
取所有随机派位报名学生。随机派位
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自主招生。

民办学校随机派位在市教育局指
导下，按统一时间、统一软件、统一工作
程序等要求开展，区属学校由区（市）县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市直管学
校由市教育局组织实施。

关于自主招生

民办初中学校组织自主招生不得
早于7月5日。开展面谈工作的时间不
少于三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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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义务教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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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
自主招生实行网上录取。民办初中学
校随机派位及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收
费标准相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寰）16
日，成都市教育局发布“2018

年小升初”政策。今年小升初采用“单
校划片”与“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办法，
确保每位符合条件的小学毕业生都有
初中学位。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小升
初实行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给学生提
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其中，民办初中
学校成都市本地招生计划30%的名额
由随机派位方式确定。

今年成都小升初“公民同招”细则出炉

民办初中招生
30%名额随机派位

今年全省公办民办中小学同步招生

4月16日，成都市教育局发布2018年
小升初政策，采用“单校划片”与“多校划
片”相结合的办法，确保每位符合条件的小
学毕业生都有初中学位，同时开始实行“公
民同招”，学生可自愿报名参加民办学校的
招生。成都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对此表
示：“这是为了让每一名学生享有更公平的
选择机会。”

成都今年的小升初，政策变化非常
大。“一名成都户口的小学毕业学生，首
先能够确定一个公办初中学校的学位，
与此同时，还可以报名参加民办学校的

‘摇号’，此外还可以填报三个民办学校
自主招生志愿。这也就意味着，学生至
少可以同时拥有公办和民办两个学位的

选择。”该负责人说，“实行‘公民同招’，就
是为了让学生享有更公平的选择机会。”

那么，家长心目中的那些“传统名
校”，是否会因为“随机派位”而导致教学
质量下降呢？出席发布会的一位学校校
长对此解释道：“如果学校的‘好’是依赖
学生的‘好’，那这样的学校是不具有可
持续性的。”学生的选择面增加了，或许
对于家长来说是“幸福的烦恼”，那究竟
该为孩子选择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名
气越大的学校越好吗？这位校长对此表
示：“应该去了解学校的特点和发展目
标，只有真正适合学生的学校才是好的
学校，所以不要盲目跟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寰

4月
19-28日 小学毕业生信息采集

5月
2-31日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办理入学申请
18日后 区（市）县教育行政部

门和民办初中学校公布招生信息
（招生方案、招生简章、《2018年成都
市民办学校初中招生信息公示表》
和《民办学校2018年初中招生承诺
书》等）

6月

4-12日 民办初中学校网上报名
13日 网上公布学生报名流水

号和公办初中学校升学对应区域
15日 小学毕业考试
17-20日 艺体特长生网上报名
23-26日 石室中学（北湖校

区）、成都七中（高新校区）、树德中
学（光华校区）、树德中学（外国语校
区）、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
成都市第十一中学校（女子实验学
校）网上报名

7月

1日前 郊区新城公布公办初中
学校划片范围及入学计划

3日 石室中学（北湖校区）、成
都七中（高新校区）、树德中学（光华
校区）、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北
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成都市
第十一中学校（女子实验学校）随机
派位确定学位；民办初中学校随机
派位

14日 中心城区公布所属公办
初中学校划片范围及入学计划；郊
区新城公办初中学校完成学位确定

16日 中心城区公办初中学校
划片或划片随机派位确定学位

17-18日 家长网上确认最终学
位确定结果

20-23日 学生报到

让学生享有
更公平的
选择机会

2018成都市小升初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寰

制图 杨仕成

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16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
施瓦布。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积
极向好势头，但面临的诸多问题并未从根本上
解决。近来，反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情绪升
温，加剧了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历
史一再证明，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只有开
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中国作为负责任

的大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在开放中合作、以
合作求共赢，为给世界带来光明、稳定、美好的
前景发挥积极作用，作出更多建设性贡献。

施瓦布表示，世界经济论坛主张推动经济全
球化和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世
界经济论坛对过去40年来与中国的合作感到自
豪，愿在支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创新发
展等方面同中国加强长期合作，为加强全球治理
体系，推动解决世界性问题共同作出努力。

习近平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