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0 特刊 2015年5月15日 星期五 编辑：武俊 美编：石岩 组版：徐凌 今 日 济 南>>>> C11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今年啥政策

全全部部量量化化赋赋分分，，8822所所定定点点 学学校校一一览览

部部分分新新建建公公办办园园““划划片片招招生生””
全市幼儿园入园仍然“就近入园”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咋入学

刘先生是菏泽人，在济南做生意多
年，前几年他在天桥区师范路附近一小
区买了一套房子，但由于面积不足90平
方米，户口一直在老家，没有迁过来。今
年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他询问像自
己这种情况的，该如何上学。

而李先生在济南工作多年，一直在
历下区文化西路附近租房居住，孩子入
学需要提供哪些证件，一直是他关注

的。“我看了去年需要提供的一些材料，
正在准备着，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变化？”
另外，李先生还咨询，“不知道附近有哪
些 学 校 是 外 来 务 工 人 员 子 女 定 点 学
校？”

同样在天桥区工作的外地人杨先
生，孩子也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他咨询如
果孩子不上定点学校的话，能否想办法
择校上一所更理想的学校？

随迁子女入学须提供“五证”

5月4日，济南市召开2015年中小学招
生工作会，会上首次提出实现义务教育阶
段“零择校”，这同样适用于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在济的入学问题，意味着，这部分孩
子入学，同样不可以择校。

“只有户口在济南的孩子，才能按照
学区划分范围，就近入学，如果户口不在
济南，按规定，需要上外来务工子女定点
学校。”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
济南市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全
市共有82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

（见附表），约占城区中小学总数的1/3。
同时，招生工作会专门对外来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做出说明。申请
入学需提供“五证”：

1 .证明子女关系的户籍证明；
2 .务工证明（用工合同、单位缴纳的

“五险”缴费单据或个人缴纳的社保缴费
单据、经商营业执照等），需满一年以上；

3 .暂住证（居住证），需满一年以上；
4 .现居住（租住）地证明；
5 .原户籍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出具

的同意外出接受义务教育的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原户籍所在地教育行

政部门出具的同意外出接受义务教育的
证明可在入学后提交。“以前申请入学时
一起交，很多家长跑回原籍办理，费时费
力，万一最后入不了学，孩子再回原籍上
学也会麻烦。”省城教育部门一名工作人
员分析。

今年随迁子女入学“量化赋分”

今年，济南市将扩大容量，通过公示
剩余学位、入学条件量化赋分等措施，确
保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获得入学机会。

济南市教育局要求，各县（市）区教育
行政部门要积极挖掘潜力，扩大容量，统
筹协调，努力解决符合入学条件的外来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问题。

在2015年济南市中小学招生工作会上，
济南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品木也多次强调，要

“扩容挖潜”，学校毕业人数与适龄儿童的入
学人数存在一定差距，教育资源的就学压力
大，这就需要学校要深入挖掘潜能，通过改
扩建增容、适度扩大班额，增加学校容量。

去年，天桥区教育局首次尝试量化赋

分，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所需的“五
证”内容细化，每个指标根据不同情况赋
予一定分数，够分的子女即可入学。今年，
该区教育局首次设定“三线”：入门基本
线、全区统一录取线和一校一线。证件齐
全满一年，达到最低基本线者，可量化赋
分。先赋分后报名，达到全区统一录取线
和学校录取线方可入学。

“今年，我们将在全市实行随迁子女
量化赋分的方式，解决他们的入学问题。”
济南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僧多粥
少”，一些学校空余学位可能只有200个，
却有300个外来务工子女想上学，该怎么
办?只好采用量化赋分的方式。

随着省城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多，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5月4日，济南市
召开2015年中小学招生工作会，今年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政策也尘埃落定。

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报名所需要的“五证”中的“原户籍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同意外出接受义
务教育的证明”可在开学后提交。另外，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需提前公示学校剩余学位，探索入学条
件量化赋分办法。

本报记者 李飞 见习记者 周国芳

部分新建公办园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入园”

“终于把房子定下了，还好能赶上孩
子今年九月上幼儿园，听说幼儿园划片
招生了，范围是半径1 . 5公里，这个招生
范围内的都可以报上名吗？”前不久，在
济南某论坛上，一名母亲发帖求助。

5月12日，槐荫区演马佳苑幼儿园对
外招收新入园的孩子，9点钟正式开始接
受报名。记者在现场看到，排队等候的队
伍并不长，算上孩子，也就不到20人。以
往幼儿园入学报名，门口长长的队伍加
拥挤的场景不见了。

槐荫区演马佳苑幼儿园是一所新
建的公办幼儿园，位于西客站安置一
区——— 演马佳苑小区内，是该小区的配
套幼儿园。幼儿园对外招生实行“划片
招生、就近入园”。“先满足演马佳苑小

区业主子女的入园需求，如果有空余学
位，再接收附近小区的孩子。”园长秦俐
告诉记者。

为何门口未出现拥挤场面？秦俐说，
今年幼儿园实行的分层次报名招生，距
离由近及远，年龄由大到小。4月1日-20
日，幼儿园门口张贴了2015年的招生计
划公告，并进行了前期摸底。“今天来报
名的都是符合条件的，每10分钟一组，提
前电话通知了时间，错时报名，比如通知
5个家长9点来报名，另外5个家长9点10
分报名。”

今年幼儿园计划招收小班2个，幼儿
50名。招生流程共分摸底、报名、入园三
个主要环节。4月21日，幼儿园对片区内
适龄幼儿进行了摸底备案调查，家长填

写报名表。“符合条件的幼儿按照年龄大
小排序，取前50名，并一一通知家长报名
时间。”秦俐说。

不仅是槐荫区演马佳苑幼儿园，全
市部分新建公办幼儿园也在实行“划片
招生，就近入园”。从2012年9月1日开
始，历下区新建公办幼儿园和双轨普惠
民办幼儿园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入
园”，教育部门还出台了实施意见。幼儿
园要在招生片区划定范围进行公示，严
格按照《山东省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

（试行）》设定班额（小班25人，中班30
人，大班35人）和入园年龄范围（3—6周
岁），不得拒收本园划定区内的适龄儿童
入园。报名结束，各幼儿园要将招收幼儿
的名单予以公示。

全市幼儿园入学“相对就近，严限年龄”

记者在槐荫区演马佳苑幼儿园门口
张贴的公告上看到：入园幼儿必须年满
三周岁（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
之间出生的幼儿）。

目前，济南幼儿园入学仍按照《济
南市2011年幼儿园招生工作指导意见

（试行）》的通知要求。以“相对就近，严
限年龄”的原则，按照“幼儿家庭住址由
近至远、幼儿年龄由大到小”的要求，不
以家长报名先后顺序为录取条件，按时
组织招收适龄幼儿入园。入园幼儿必须
年满三周岁，符合户口所在地与实际居
住地“两一致”的要求，即适龄幼儿与监
护人户口一致，实际居住地与户口所在
地一致。

由于学前教育属非义务教育，因
此，济南市学前教育机构招生没有统一
的时间。据了解，幼儿园每年招生工作
一般在暑假进行，录取工作应在8月底
前完成。

济南市一家民办幼儿园负责人介
绍，幼儿园入园家长需要提前报名，通常
是在春季、秋季两次招生。平时如果有缺
额，也会随时补招。入园前，家长要带孩
子到区、市及以上妇幼卫生保健机构或
指定的医院进行全面体检。报名时，家长
需携带户口本、家长单位出具证明、幼儿
体检表等材料。

济南市教育局为了使适龄入园幼儿
家长能够方便入园，加强社会对幼儿园

的科学办园、安全管理和收费进行监督，
也将全市注册幼儿园名单进行公示。

济南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提醒，家长
在送子女入园时，可以选择经教育行政
部门注册的幼儿园。如有疑问或幼儿园
有违规，可以向各县（市）区教育局咨询
或投诉。

济南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曾表示，
划片招生是学前教育的理想状态，但由
于济南市新建小区比较多，教育设施配
建还不能满足辐射所有地区的要求，现
有的公办园还不足以实行划片招生。

目前济南市大部分幼儿园不实行划
片，但在招生时本着就近入园的原则，优
先解决附近居民的入园需求。

至2017年，至少八成娃能上普惠性幼儿园

3月26日，济南市教育局下发《济南
市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5-
2017年）》，明确提出，到2017年，基本建
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网络，学前三年入园率达到95%以
上，普惠性幼儿园及在园幼儿覆盖率达
到80%以上。

也就是说，到2017年至少八成娃娃
能上普惠性幼儿园。75%以上的幼儿园达

到省定基本办园条件标准，每5000人口
的城镇居住区、3000人以上的农村社区，
要设置1所6个班规模的幼儿园。没有定
点小学的村，按照“服务半径1 . 5公里，覆
盖人口3000-5000人”的原则，建设村办
幼儿园。

另外，从今年起，山东幼师资格考
试门槛抬高至大专及以上学历，幼儿园
教师持证上岗率达到60%以上，园长、

专任教师专科及以上学历比例达到
70%以上。新建小区严禁开发商私自将
配套幼儿园租赁、转让或出售给单位或
个人。逐步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
农村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公办幼儿
园在编教师比例逐步提高，素质得到全
面提升，待遇得到基本保障。不断规范
办园行为，促进幼儿园保教质量得到全
面提高。

区域 序号 学校

历下区

1 济南市趵突泉路小学

2 济南市汇波小学

3 济南市姚家小学

4 济南市十里河小学

5 济南市友谊小学

6 济南泉城中学

7 济南燕新中学

8 济南市丁家小学

9 济南市盛福实验小学

10 济南市智远小学

11 济南市花园小学

市中区

12 育才中学

13 普利中学

14 七贤中学

15 育贤四小

16 玉函小学

17 济南十六里河中学

18 济南市育明小学

19 济南育贤中学

20 济南市白马山小学

21 济南市东河村小学

22 济南市西河村小学

23 济南市永长街回民小学

24 济南市馆驿街小学

25 济南育文中学

槐荫区

26 济南市北大槐树第一小学

27 济南市北大槐树第二小学

28 济南市闫千户小学

29 济南市老屯小学

30 济南市明星小学

31 济南市槐荫区吴家堡镇楚家庄小学

32 济南市汇英小学

33 济南第三十七中学

34 济南第二十六中学

35 济南市兴济中学

36 济南第三十中学

37 济南市昆仑小学

38 济南市匡山小学

39 济南市美里湖第一小学

天桥区

40 济南锦苑学校

41 济南第二十九中学

42 济南明湖中学

43 济南市济洛路小学

44 济南市明珠小学

45 天桥区清河实验小学

46 济南市芙蓉小学

47 济南市北苑小学

48 济南市滨河小学

49 济南市鹊山小学

50 济南市北坦小学

51 济南市交校路小学

52 济南市天成路小学

53 济南市博文小学

54 济南市药山小学

55 济南市黄台小学

56 济南博文中学

57 桑梓店镇周闫小学

58 济南市无影山小学

59 济南市堤口路小学

60 济南第五十六中学

历城区

61 历城区小辛小学

62 历城区文苑小学

63 历城区工业北路第二小学

64 王舍人镇殷陈小学

65 华山镇宋刘小学

66 历城区工业北路小学

67 历城区韩仓小学

68 历城区王舍人第二实验小学

69 历城区华山中心小学

高新区

70 高新区鸡山小学

71 高新区孙村镇孙村中学

72 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市直

73 济南第三十四中

74 济南第十八中学

75 舜耕中学

76 济南第十五中学

长清区 77 长清区丹凤小学

平阴区 78 平阴二中

章丘市 79 章丘市实验小学

济阳县 80 济阳十中

商河县
81 商河县第二实验小学

82 商河县文昌实验学校

济南市82所定点学校名单

具体如何进行赋分，济南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品
木表示由县（市）区教育部门自行制定。他解释，各县
区的教育资源、外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不一样，因此
进行全市统筹是不现实的。各县（市）区根据各自情
况进行量化赋分，但一定要保证“阳光招生”。

按照中小学招生政策，济南市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入学须有五类证件，如户籍证明、在济务工证明、
在济居租住证明等。量化赋分就是将“五证”内容细
化，每个指标根据不同情况赋予一定分数。

比如“在济居租住证明”这一项，买房和租房得
出的分数就不同。在济南工作了5年的人和刚来济南
几个月的人，赋分肯定不一样。

济南市教育局依据《义务教育法》有关规定，将
划定分数线的权限交给各县（市）区教育部门，线上
的即可入学，分数不够的孩子则回原籍享受义务教
育。比如，今年天桥区根据证明材料时间长短、齐全
程度在基础分的基础上进行加分，加分项主要体现
在房产和务工证明两项资料上。在天桥区购房且合
法务工时间长（加分时间段为最近6年内，即2009年9

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的外来务工人员赋分较高。
今年该区还将由过去人工赋分改成电脑赋分，集中
工作人员验证、赋分、录入信息，一站式一条龙服务。

此外，济南市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在调
查摸底的基础上，提前公示学校剩余学位，优先安排
赋分较高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

有不少外来务工人员仍存有疑问，孩子上学是
不是还得交借读费？据悉，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济南
接受义务教育不需要缴纳借读费，在就学方面与济
南市民同等待遇。

“量化赋分”如何操作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育科电话

历下区 86553607

市中区 67987522

槐荫区 81255652

天桥区 80998182

历城区 88161285

高新区 88871549

长清区 87224615

章丘市 83243100

平阴县 83101615

济阳县 84235007

商河县 84874722

相关链接

历下区幼儿园减免保教费

从2014年1月份开始，历下区幼儿园减免辖区适
龄儿童保教费。

根据减免标准：公办幼儿园免除保教费；公办
性质、普惠性民办、双轨普惠性民办、民办幼儿园，
依据幼儿园的类别，按照公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予
以减免。

具体为：省级十佳园每生每月的保教费为460

元，市级十佳园每生每月的保教费为440元，省级
示范园每生每月的保教费为400元，济南市级一、
二、三类园，每生每月的保教费分别为300元、260元、
200元。

据上述标准计算，按照济南市级三类园每月200

元的最低减免标准，幼儿每年最低将节省2400元保
教费，而最高的省级十佳园幼儿则高达5520元。

根据《历下区教育局关于减免全区幼儿园在园
幼儿保教费的实施细则》，除了历下区常住户籍人
口，历下区常住非户籍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口，只要
在历下区实际居住满两年，也纳入了政策享受的范
围内。

具体享受减免政策的幼儿共分为三类：
一为历下区常住户籍人口。包括：（1）历下区户

籍、有房产并长期居住，共同生活的直系二代、三代
子女；（2）历下区户籍、原有房产但因拆迁集中安置
于其他区的，共同生活的直系二代、三代子女；（3）
历下区单位集体户口、个人本市无房产，长期居住
在单位分配的历下区内住房的，或在历下区租房居
住满两年以上的，共同生活的直系子女。

二为历下区常住非户籍人口。历下区有房产
且居住满两年及以上的共同生活的直系二代、三
代子女。

三为外来务工人口。包括：（1）监护人双方或一
方在历下区内务工、在历下区独立租房居住满两年
及以上共同生活的直系子女；（2）监护人在历下区
从事经营活动、并在历下区独立租房居住满两年及
以上共同生活的直系子女。 本报记者 李飞

“入园难、入园贵”早已成热点
问题，作为非义务教育的“学前教
育”备受社会关注。在济南，教育部
门通过“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新建了一批公办幼儿园。历下区则
从2014年开始减免在园幼儿的保教
费。一系列举措，都有益于幼儿入
园。

又到一年入园季，记者了解到，
目前济南部分新建公办园已开始尝
试“划片招生、就近入园”。全市幼儿
园入学遵循“相对就近，严限年龄”
的原则。

本报记者 李飞 见习记者 周国芳

5月12日，槐荫区演马佳苑幼儿园新生报名现场。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作为天桥区的一所外来务工定点学校，济南市天成路小学的同学们在做“同舟共济”游戏，培养学生团结互助的品质。。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济南市师范路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到走红地毯。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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