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孩子子入入学学，，这这些些报报名名差差异异
有的要求必须网报，有的只能现场登记，提供材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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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飞

户籍子女

6月2日—3日现场报名

据悉，无论是历城区户籍子
女，还是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都要求年满6周岁（2009年8月31
日前出生）。

其中，历城区户籍子女要求
历城区常住户口、监护人有房产
并长期实际居住。报名须准备以
下相关材料：1 .户口簿原件及复
印件；2 .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3 .
监护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4 .
适龄儿童出生证和接种证。

报名时间安排为：
6月2日—3日，各学校本校学

区内符合条件的历城籍适龄儿童
现场申请登记报名，录入信息，现
场审核入学证明材料。

6月4日—21日，学校入户家
访调查确认。

6月22日学校汇总上报，历城
区教育局复审，学校发放本学区内
确认符合条件的市民子女入学通
知书。

随迁子女

分片区申请登记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申请
登记，除年龄要求外，须在历城辖
区暂住；截止到2015年8月31日
前，监护人需同时满足暂住证（居
住证）、正式务工合同或营业执照
一年以上方可报名。

随迁子女入学申请按照所属

片区到不同的学校进行登记。共
分5个大片区，分别为：洪家楼街
道片区：文苑小学；全福片区：工
业北路第二小学或小辛小学；华
山街道片区：宋刘小学或华山中
心小学；王舍人街道片区：工业北
路小学或王舍人第二实验小学；
济钢、鲍山、郭店街道片区：殷陈
小学或韩仓小学。

申请登记时间：
6月15日—17日，外来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法定监护人携带入学
申请证明材料及复印件到相对就
近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定点学
校验证赋分。同时，签署是否同意
调剂定点学校协议书。

6月18日—21日，定点学校
家访调查确认。

6月23日，根据外来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定点学校实际容量，公示
定点学校剩余学位数量，确定外来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定点学校最低
录取赋分线，定点学校一校一线。

6月24日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按照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达到最低录取赋分线的符合条件
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领取入
学通知书。一旦录取，不再变更。

6月25日—26日符合条件仍没
有录取且同意调剂的，调剂至有空
余学位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
学校。

历城区教育局发布提示：家
长只能到一所定点学校进行现场
申请登记，不允许到多所学校重
复登记；现场申请登记不代表最
终能够录取并在历城区接受义务
教育；逾期未申请登记及确认者，
视为自动放弃入学机会。

户籍子女和随迁子女都不用网络报名

历历城城区区小小学学招招生生只只需需现现场场确确认认

26日，历城区教育局发布小学阶段招生公告，与市内多数
区不同，历城区小学阶段招生报名实行现场确认的方式。无论
是历城区户籍子女，还是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家长均不必
通过网络报名，根据实际情况现场报名申请即可。本区户籍子
女6月2日—3日报名，随迁子女6月15日—17日报名。

本报记者 李飞

（一）随迁子女入学申请登记
所需资料：

1 .户籍证明：原籍户口本、父
母身份证；

2 .务工证明：劳动合同和社
保缴费单据；在济经商人员需提
供营业执照正副本及税务登记证
或完税证明；

3 .居租住证明：①暂住证（居
住证），暂住证（居住证）在其他区
县的不在历城区招生范围。②现
租住地住房租赁合同及现租住地
社区居委会出具的租住证明或房
产证(未取得房产证的要出具一
手购房合同和缴费单据)。购房或
租房在其他区县的不在历城区招
生范围。

4 .其他证明：适龄儿童的出

生证、接种证。
（二）温馨提示：
1 .暂住证（居住证）、务工合

同或营业执照、社会保险在2015

年8月31日前均需满一年；
2 .所有材料要一次性提交，

补办无效；所有材料除接种证外
均需提供原件与复印件。

3 .所有材料需真实有效，否
则取消录取资格。

4 .根据房产证、暂住证（居住
证）、正规劳动合同（营业执照及
税务登记证或完税证明）、社保等
时限长短作为加分项予以体现，
加分时限为最近六年（2009年9月
1日至2015年8月31日）。

5 .在历城务工或经营人员适
当加分。

相关链接

5月26日下午，随着历城区教育局发布小学阶段
招生公告，市内六区教育部门2015年义务教育阶段
小学招生政策全部公布。记者盘点发现，同属市内六
区，一年级新生如何入学却不尽相同。适龄、“量化赋
分”、“零择校”相同，但报名方式有的必须网上报名，
有的不用网报；材料提供上，有的需要父母双方，有
的只一方即可。

“报名须适龄”，这在市
内六区教育部门公布的小
学招生政策中，都有明确的
规定：无论是本区户籍子
女，还是外来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小学入学都要求年满
6周岁（2009年8月31日前出
生）。

按照济南市教育局的
要求，今年外来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入学全部“量化赋
分”。严禁违规跨区域、跨学
区招生，严禁组织任何形式
的入学文化课考试，严禁招
收艺体特长生。首次提出实
现义务教育阶段“零择校”。
要求各学校招生原则上在7
月10日前结束，

5月12日，天桥区教育
局第一个公布小学入学招
生政策，市民子女招生5月
18日开始，31日录取结束；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6月
1日开始，7月5日录取结束。

14日，历下区教育局发
布招生信息，15日开始接受
市民子女和随迁子女的入
学信息登记；17日，市中区
教育局发布招生信息，市民
子女5月29日—6月2日报
名，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信息登记时间为5月31日—
6月2日；18日，槐荫区教育
局发布招生信息，市民子女
5月20日—26日申请登记，
随迁子女6月8日开始登记。
22日，济南高新区社会事务
局教育处发布小学阶段招
生登记报名须知。

历城区教育局26日最
后一个发布招生信息，适龄
儿童的报名时间也最晚：市
民子女6月2日—3日报名，
随迁子女6月15日—17日报
名。

除历下区外，其他五区
市民子女和随迁子女的入
学申请均错开了时间。

随迁子女入学均“量化赋分”

今年在报名方式上，“网络
报名”成为流行的报名方式，但
各区网报规定也不尽相同。

其中，天桥区教育局明确规
定：今年该区小学招生网上报名、
现场确认。无论市民子女，还是随
迁子女，“网上报名”都是必须进行
的一道程序。其中市民子女由家长
登录天桥区教育局官方网站，点击

“天桥区义务教育报名系统”窗口，
登记信息进行网上报名。而随迁子
女先由监护人携带材料现场验证
赋分，达到全区统一录取分数线
的，再登录天桥区教育局官方网
站，填报一所定点学校。

历下区、槐荫区和市中区则
采取“网上登记”和“现场登记”
相结合的方式。历下区规定，“网

上登记”率先进行。无论是市民
子女，还是随迁子女，都可以登
录历下区教育局官方网站，进行
网上信息登记。如果网上登记信
息有困难，家长可携带相关资料
就近选择登记点现场填报信息。

槐荫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
示，如果没有网上报名，现场报
名也可。市中区教育局要求：家
长可到市中区教育局网站填写
登记表发送至相应学校的指定
邮箱，然后到校进行材料审核；
也可在报名时间直接到校进行
信息登记，同时进行材料审核。

而高新区和历城区规定不
用网上报名，根据实际情况，家
长直接携带材料去相关学校现
场登记报名申请即可。

各区网报要求不尽相同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
学和往年一样，在各区教育部
门出台的招生信息中，内容占
比最多，所需材料最多，程序也
最为复杂。

今年济南市教育局规定：外
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入学
需携带证明子女关系的户籍证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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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住证（居住证）、现居住

（租住）地证明。新的变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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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证明、在济务工证明、
在济居（租）住证明这三项，市中
区教育局明确要求申请材料均
应是入学子女法定监护人双方
材料，且各证件要求期限满一
年；天桥区教育局规定父母双方
均持有天桥区公安部门出具的
暂住证（或居住证）且满一年。截
至2015年8月31日以前，父母持
有单位合法用工合同和单位缴
纳“五险”的缴费单据（或个人缴
纳的社保缴费单据）满一年。

历下区则要求居住地证
明：父(母)双方持有历下区居
(暂)住证且满一年。务工证明：
截至2015年8月31日，父(母)合
法用工合同和单位缴纳“五险”
的缴费单据(或个人缴纳的社
保缴费单据)满一年;或父(母)
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
满一年；高新区则规定：截止到
2015年8月31日前，监护人中
至少一人需同时满足暂住证

（居住证）、务工证明或营业执
照满一年以上方可报名。

而槐荫区和历城区没有做
出需要父母双方还是一方材料
的明确规定。

随迁子女入学

提供材料略有差异

户户籍籍地地与与居居住住地地

不不一一致致咋咋入入学学
教育局：开无房证明，可协调入学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李飞） 户口在
天桥区，但在市中区租住。孩子到了该入学的
年龄，报名遇到烦心事。户籍不在市中区，不
能在居住地报名；可不在户籍所在地居住，严
格来说也不符合天桥区入学条件。经教育部
门协调，监护人开具无房证明后，可在户籍所
在地给孩子报名。

眼下正是小学入学报名季，市民车女士
的孩子今年到了入学年龄，前不久网上报名
却遇到了难题。26日，车女士告诉记者，她和
孩子的户籍在天桥区杨庄东路，2012年搬到
了市中区七里山路租房居住，两年前与丈夫
离婚，原房产归前夫，孩子由自己监护。“虽然
离婚了，但我没钱买房子，户口也没有迁走。”

前不久天桥区和市中区的教育部门分别
出台了今年小学招生的相关政策。车女士想
在市中区给孩子报名，但咨询教育部门后得
知，由于自己和孩子的户籍在天桥区，应该在
户籍所在地给孩子报名上学。“我们这种情
况，在市中区上学，属于择校，而今年教育部
门要求‘零’择校。”

之后，车女士通过天桥区义务教育入学
报名系统，给孩子报了名，并选择了户口所在
地对应的小学——— 济南市明湖小学。但随后
系统回复，由于其不在天桥区实际居住，不符
合报名条件。“我赶紧给学校打电话核实，结
果也是一样，不收。”车女士说，像她这种情
况，孩子上学咋办？

26日下午，记者将车女士的情况反映给
了天桥区教育局。工作人员答复：车女士反映
的情况属于户籍在天桥区，但是租住在市中
区的子女入学问题，为了妥善解决子女入学，
建议车女士首先到济南市房管部门开具没有
其他房产证明信，在5月28日带户口、房产证明、
孩子出生证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和适龄儿童
到济南市明湖小学进行信息登记，然后由区教
育局统一协调解决入学问题。

“为了保障孩子的就读方便与安全，建议
监护人在天桥区租住房屋，实现户口和租住
地的统一。”天桥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

您您可可瞅瞅仔仔细细了了
有所不同

济南阳光100中学的一年
级新生展示“开学护照”。(资料
片)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又到新生报名季，图为济南市师范路小学的新生在家长带领下迈
入校门。(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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