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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2017年招生考试政策正式对外发布

小小学学招招生生年年龄龄还还是是截截至至88月月3311日日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蔡磊 朱宏锐

在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聊城市教育局对外
公布了今年的中小学招生考试政策。其中，备受社会
关注的小学招生年龄截止时间还是8月31日。

根据国家教育局及省教育
厅有关政策，各地市可根据具
体情况确定小学新生招生年龄
截止时间，不再统一截止到8月
31日。在聊城市对外公布的信
息中，小学招生条件中，年龄还
是截止到2017年8月31日年满6
周岁的儿童。

聊城市教育局局长哈宝泉
介绍，今年全市义务教育民办
学校的招生录取时间为7月7日
-15日；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报名
招生时间为7月7日-30日。其
中，小学的招生条件为，截止到
2017年8月31日年满6周岁的儿
童(含本市户籍儿童，外来务工
经商人员、引进高层次人才、驻
聊部队现役军人子女等非聊城
市户籍儿童)持户口簿及相关
证明材料均可到符合入学条件

的公办小学申请就读。初中的
招生条件为，应届小学毕业生
(含本市户籍小学毕业生，外来
务工经商人员、引进高层次人
才、驻聊部队现役军人子女等
非聊城市户籍应届小学毕业
生)持户口簿及相关证明材料
均可到符合入学条件的公办初
中申请就读。

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严格执
行“划片招生、就近入学”的原
则，无条件接受辖区内适龄儿
童免试就学。禁止义务教育学
校招收择校生。义务教育民办
学校的招生在以县为主的管理
体制下，按属地管理的原则，由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
理辖区内民办学校，按照国家、
省级文件要求制订和执行义务
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方案。

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划片招生、就近入学

外来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
女到居住地辖区内的公办学校
入学，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同
时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一是监
护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含纳税
证明)或正式的劳动合同证明
(含劳动保险证明)；二是监护人
在居住地辖区的房权证或公安
部门签发的居住期一年以上的
居住证和户籍所在地户口本。

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到居
住地辖区内的公办学校入学，
须同时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一
是聊城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与引进人才部门出具的高
层次人才引进证明；二是适龄

儿童与父母的直系亲属关系证
明(如户口本、出生证明、直系
亲属关系公证书等)；三是在聊
城居住证明(在聊城购房的提
供产权证或购房合同，在聊城
租房的提供租赁合同和居住地
居委会证明)。

另外，还要求各级教育部
门全面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准
确掌握留守儿童信息，确保每
一名留守儿童按时入学。要通
过特教学校、特教辅读班、随班
就读和送教上门等途径，保证
各类残疾儿童顺利升学，并做
好升学情况跟踪和入学取证工
作。

全面建立留守儿童档案确保按时入学

根据哈宝泉对外发布的信
息，今年聊城市高中招生政策
与去年基本保持不变，根据上
级要求略有调整。今年，全市统
一报名时间为5月15日-20日，
在聊城市初中学业考试综合管
理平台报名，考生可自主选择
报考普通高中，“3+4”高师、高
职本科，五年制高师专科，中职
教育。凡具有本县(市、区)户口
的初中应届毕业生，均可报考
本县(市、区)范围内的普通高
中，考生报考普通高中不得跨
县(市、区)报名。

今年全市高中招生仍然采
取指标分配的办法，各县(市、
区)教育局在对初中学校进行
综合评估的基础上，依据初中
学校的毕业生人数将高中学校
招生计划的60%，定向分配到各
初中学校。分配的计划生在不
低于普通高中招生学校录取分
数线50分的情况下予以录取，
低于50分取消计划。今年参与
指标生分配的城区高中有聊城

一中、聊城二中、聊城三中、水
城中学四所学校。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时间仍
为6月14日-17日进行，考试科
目、分值与去年相同。

为了充分体现录取的公平
性，按学校的招生班数×班额
50人核定该学校的招生计划，
从高分到低分一次录取满。先
录取指标生，再录取统招生，享
受自主招生或特长生加分的学
生，去掉加分后参加指标生录
取。与去年相比，今年聊城主城
区面向东昌府区、开发区、高新
区和度假区考生招收第二志愿
学生的普通学校增加，共有11
所学校，分别是聊城市水城中
学、聊城市外国语学校、聊城三
中北校、聊城四中，聊城市水城
慧德学校、聊城文苑中学等其
他民办学校。填报了第二志愿
的学生如不能被第一志愿学校
录取，可在提高20分录取标准
的情况下(去掉特长生加分)，参
与第二志愿学校的录取。

高中招生5月15日至20日统一报名

本报聊城5月4日讯(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蔡磊

朱宏锐) 今年，全市共有初三
毕业生61416人，其中聊城主城
区毕业生16899人。全市普通高
中招生计划约3 . 6万人，主城区
所有普通高中计划招生10862
人。

记者了解到，聊城一中招
生2720人，聊城三中招生1490
人，水城中学招生600人，聊城
二中招生1400人，聊城四中招
生700人，其他民办学校招生
3952人。与去年相比，今年城区
优质高中在控制班额的情况
下招生人数均有增长，其中聊
城一中增加1368人，聊城三中
增加202人，水城中学增加152
人，市直优质高中共计增加
1722人。另外，今年全市各职业
院校招生计划可达3 . 4万人，普
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完全能够
满足所有初中毕业生接受高
中段教育需求。

哈宝泉还特别介绍了中

职学校情况，据其介绍，目前
全市共有1所本科应用型人才
培养特色名校，3所高职院校，
11所规模性中等职业学校。其
中，高职院校教职工总数1621
人，在校生23364余人，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值有2 . 5亿元；中等
职业学校教职工总数4923人，
开设专业69个，在校生4万余
人，教师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4135人，占教师总数的84%，
“双师型”教师1720人，占教师
总数的35%，毕业生就业率达
98%以上，对口率70%以上，满
意率90%以上，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值有1 . 7亿元。全市建有中
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5所，省
级财政支持实训基地9所，骨
干专业建设点5个，与国内200
多个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
校企合作。

据哈宝泉介绍，2017年，聊
城一中新、老两个校区统一招
生。按照规定，两校区合计招
生56个班，共2720人。根据聊城

一中新老校区建设情况和今
年起普通高中进行选课走班
的要求，聊城一中老校区计划
招12个普通班，每班50人，共
600人；招4个国际班，每班30
人，共120人。聊城一中新校区
招40个普通班，每班50人，共
2000人。

聊城一中两校区招生录
取有三种选择：老校区走读、
新校区住校、新校区走读。学
生报名时可任选一项，并在
是否服从调剂栏内表明态
度。录取时，根据学生的选择
项从高分到低分录取。服从
调剂的考生，在选择项未被
录取的，可参加其它两项的
录取，成绩达到其它两项任
何一项录取线的都可被录
取。不服从调剂或未填写服
从调剂的考生，如果选择项
没有录取，其它两项也都不
再录取，参与第二志愿学校
录取。所以，请各位家长一定
注意聊城一中志愿的填报。

全全市市今今年年共共有有初初三三毕毕业业生生6611441166人人

本报聊城5月4日讯(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蔡磊

朱宏锐) 根据4日聊城市教育
局局长哈宝泉对外发布的信
息，今年聊城市春、夏季高考
共报名38385人。

其中，春季高考报考4874
人，春季高考文化科考试将于
5月13日-14日进行；夏季高考
33511人，其中文史类6187人，
理工类13952人，艺术文8221
人，艺术理2698人，体育类2453
人，夏季高考将于6月7日-8日
进行。2017年起，我省夏季高考
合并本科一批、二批录取批
次。夏季高考录取工作分为五

个批次：本科提前批、自主招
生批、本科普通批、专科提前
批、专科(高职)普通批。今年主
要有两个变化，一是原来的本
科一批、二批合并为“本科普
通批”，二是将专科提前批调
整到本科普通批之后、专科普
通批之前。与往年不同的是，
2017年我省取消少数民族考生
加分项目。为此，聊城市特殊
考生由两千余人下降为几十
人。

哈宝泉还特别介绍说，为
加强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在
招收免费师范生的基础上，

2017年我省开始招收5年制本
科生免费医学生，培养专业主
要是临床医学、中医学专业。
免费医学生在校期间免除学
费、住宿费，毕业后按照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制度的要求，与
定向就业县域内乡镇卫生院
进行双向选择。目前，具体的
招生学校、招收计划、招录条
件还未下发，敬请广大家长、
学子关注、报考。

根据我省高考加分政策，
2019年聊城市取消独生子女加
分项目，减少其他加分项目和
加分分值，加分项目均不超过
5分。

聊聊城城3388338855人人参参加加今今年年春春夏夏季季高高考考
聊城2019年中考取消独生子女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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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聊城市教育局局长哈宝泉对外介绍了今年全市中小学招生考试政策。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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