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长沙市将如何规范特
长生招生？

卢鸿鸣：一是学校申报特
长项目，市教育局严格审查并
公示。

二是特长生招生实行“三
统一，三公示”，有特长项目招
生的学校在4月20日-26日时
间内接受报名并组织特长测

试，统一计划上报时间，统一特
长测试时间， 统一录取程序，公
示招生计划， 公示招生程序，公
示录取结果。 特长测试实行全
程电子录像。

三是加大督查力度。招生期
间市教育局设立举报电话，并派
督查组全程监督， 发现违规行
为，坚决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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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长沙小学招生仍然
实行公示学区、划片招生、注
册入学制度。区县（市）教育
行政部门按照相对就近的原
则，合理划分小学学区，确保
每个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平等享受良好教育。

城区小学升初中， 高新
区继续按照单校划片的方式
入学， 其他区按照单校划片
（对口升学）、 多校划片和配

套入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多
校划片的方式为“相对就近、免
试入学、指标到校、微机派位”。
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
县原则上按照单校划片（对口
升学）的方式进行，具体方案报
市教育局审批后实施。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017年
考试科目、成绩呈现、综合素质评
价、招生录取等保持不变，其考试
和高中招生主体政策维持稳定。

今年长沙中小学招生实行“公办不择校，民办不择优” 4月15日前完成入学报名

今秋起读民办初中，毕业不再对口直升

2017年，全市有小学毕业生78727人， 初中毕业生77408
人。其中，城区小学毕业生约36705人（不含外地回长生及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城区初中毕业生约37939人（不含外
地回长生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与2016年相比，小学毕业生城区增加1597人，初中毕业
生城区增加713人。

继去年“最严招生令”出台后，今年长沙市中小学
入学将执行“公办不择校，民办不择优”政策（民办不择
优指义务教育阶段）。

3月16日， 长沙市教育局召开中小学招生入学政
策新闻发布会，在保持主体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对相关
政策进行了完善。 明确从2017年秋季初一新生开始，
在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初中升高中时不再享受对口直
升招生。

■记者 贺卫玲 通讯员 黄军山

在主体政策保持不变的
情况下， 长沙市教育局对相
关政策进行了完善， 主要包
括七个方面。

1. 启用入学报名系统，
明确报名截止时间。 正式启
用“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
报名系统”，凡就读小学一年
级和小升初（含跨区升学、配
套入学、外地回长）的学生，
须于当年4月15日（含）之前
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
学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报名截止后， 已录入报名系
统的信息不能修改。

2.明确办理配套入学截
止时间。 凡需以配套入学方
式就读对应配套学校的业主
子弟，其不动产登记（或购房
合同登记）截止日期为当年4
月15日（含当日）；之后登记
的， 配套学校当年不再受理
入学报名， 由当地教育行政
部门统筹安排。

3.享受配套入学共有产
权证的范围。 持共有产权证
的业主与报名学生之间需系
祖孙、父子（女）、母子（女）关
系， 其他情况不能享受该套
房的入学指标。

4.规范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资格复核。 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入学时，不
动产登记管理中心须协同当地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查验进城
务工人员在长沙城区的房屋产
权信息， 避免信息不准确导致
生源类型和生源排序不明。

5.明确民办（子弟）初中学
校招生具体时间。民办（子弟）
学校在公办学校微机派位前后
进行招生。 家长可在4月20日
-26日、7月3日-8日两个时间
段自愿选择民办（子弟）学校报
名。 微机派位前已确定选择民
办（子弟）学校提前录取的，家
长须向毕业小学递交选择民办
（子弟）学校的承诺书，由毕业
小学汇总后统一报上级教育行
政部门， 经市教育局中招办审
定， 不再参加公办学校的微机
派位。 未向毕业小学提交承诺
书，统一参加微机派位。

6.民办学校初中毕业生不
再享受对口直升政策。 从2017
年秋季初一新生开始， 在民办
学校就读的学生初中升高中时
不再享受对口直升招生。

7. 中考语文口语交际考查
实行人机对话测试。 从2017年
开始，中考语文口语交际考查将
采取“统一组考、相对集中、人人
必测”的方式进行，并和英语口
语人机对话考查同步测试。

【主体不变】
中小学招生方式跟去年大体相当

【七个调整】
最迟4月15日完成入学网上报名
中考人机对话考查语文口语交际

解读

问： 今年为什么要提前进行
网上报名， 家长网上报名时要注
意哪些事项？

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缪雅
琴：“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
系统”是落实市委、市政府全面推
进中小学阳光招生政策的一项配
套举措，主要目的：一是为了方便
广大家长和学生及时了解长沙市
中小学招生入学政策， 熟悉报名
操作流程； 二是便于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掌握适龄儿童入学数
据，科学预测学位需求，提前做好
入学服务； 三是利用信息化手段
规范信息采集， 加强报名信息的
监督管理， 进一步规范招生入学
工作，促进教育公平。

进行网上报名时， 要注意以
下几点：

关注报名范围。 入读小学一
年级的新生， 小升初需要跨区升
学、配套入学和外地回长（含符合
条件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学生，
以及外地回长报名参加中考的学
生需要进行网上报名。特别提醒，
不需要跨区升学、 配套入学的城
区小学毕业生， 已在长沙市城区
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
其他年级的正常转学学生均不需
要进行网上报名。

核实报名类型。 小学入学分
为有户有房、 有户无房、 有房无
户、无户无房等类型，在学区范围
内“房户一致”优先；初中入学有
跨区（含跨学区）升学、外地回长
升学和配套入学等几种类型，家
长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对应
的类型填报。

注意截止时间。 网上报名截
止时间为4月15日。 报名截止后，
上报提交信息不能再做修改。

确保资料准确。 监护人应确
保所填信息和提交资料的真实、
准确，如有虚假内容，将影响孩子
正常入学。

网上报名确保信息准确
小学入学“房户一致”优先

问： 小学毕业生想到民办
学校、 子弟学校就读初中应该
怎么做？为什么今年在“公办不
择校”的基础上提出“民办不择
优”？

缪雅琴：民办（子弟）学校
在公办学校微机派位前后进行
招生。 小学毕业生自愿选择民
办（子弟）学校就读的，家长可
在4月20日-26日、7月3日-8日

两个时间段，携带户口簿、小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书等资料
到学校报名。需要提醒的是，民
办学校属于收费学校， 请家长
慎重选择。

义务教育阶段本来就是禁
止择优的，提出“民办学校不择
优”，就是要推动解决部分民办
中小学办“占坑班”、乱招生问
题。

“民办学校不择优”是为防止办“占坑班”

问： 教育部日前提出，“就
读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截止出生
年月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
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统筹确
定”。长沙市小学入学年龄是否
不再以8月31日为截止日期？

长沙市教育局局长卢鸿
鸣：去年长沙市制定了《关于进
一步做好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
作的实施办法》，文件已经明确
规定凡年满六周岁儿童要依法
注册入学， 年龄截止日期原则
上以当年8月31日为准， 区县
（市）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当地
学位情况适当延迟。 三类残疾
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入
学年龄根据实际可适当放宽。

随着长沙经济快速发展，
长沙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和城市新居民子女急剧增
长，城区学位紧张，入学压力
较大，大班额现象不同程度存
在等，有的地区难以延迟入学
截止时间，请广大家长理解和
支持。

广大家长要改变“抢跑”心
理， 不要把早一天晚一天上学
等同于是否“输在起跑线”上。
从国内外关于儿童身心发展规
律的研究成果来看，6岁和5岁
孩子相比， 前者身心发育相对
更加成熟， 语言理解能力和表
达能力更好，注意力、记忆力发
展水平更好， 自理能力以及交
往能力也更强。未满6周岁的孩
子提早入学， 对他们的生活自
理、人际交往、情绪控制等方面
发展不利。

小学入学年龄截止日期可适当延迟
但学位紧张，不要一味“抢跑”

特长生特长测试全程电子录像
数据

今年，长沙中小学招生实行“公办不择校，民办不择优”政策，对于促进教育公平来说是一个利好。（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