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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政办〔2021〕18号 

 
 

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田县 
2021 年城区小学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大田县 2021 年城区小学招生工作意见》已经县政府研

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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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县 2021 年城区小学招生工作意见 
 

为做好 2021-2022 学年度城区小学新生入学工作，根据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

通知》（闽教基〔2020〕12 号）、《三明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1 年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教初

〔2021〕60 号）要求，经县招生工作委员会研究，现就 2021

年大田县城区小学招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招生年龄 

年满 6 周岁的适龄儿童（即出生日期为 2014 年 9 月 1 日

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年龄认定以户口簿为准。2014 年 9

月 1 日以前出生的儿童，需提供缓学证明。 

二、班生规模 

原则上小学班生额不超过 45 人。因本招生片区生源压力

过大需调整班生额的学校，应书面向县教育局申请，经县教育

局批准后方可放宽班生额，放宽后班生额不得超过 50 人。 

三、招生办法 

（一）招生范围 

1.实小、第二实小、城一小、城二小、城三小招生范围。

由于本招生片区生源已超学校学位数，实小、第二实小、城一

小、城二小、城三小只接收本招生片区的城区户籍适龄儿童（含

享受城区户籍适龄儿童）。（具体详见附件 1） 

2.第三实小、城南小学、香山小学和均溪中小招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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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接收本招生片区的城区户籍适龄儿童（含享受城区户籍）

（具体详见附件 1）；二是学校在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下，采用

“自愿选择+电脑派位”的方式接收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员随迁

子女。 

（二）城区户籍及享受城区户籍适龄儿童 

1.城区户籍适龄儿童 

（1）属城区户籍的适龄儿童，到所在片区学校免试入学。 

报名材料：①户口簿；②幼儿园毕业手册（或幼儿园大班

就读证明）。 

（2）父母属城区户籍但适龄儿童无户籍的，须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到所在片区学校免试入学。 

报名材料：①监护人户口簿；②出生医学证明或公安部门

出具的户口登记相关证明；③幼儿园毕业手册（或幼儿园大班

就读证明）。 

2.享受城区户籍适龄儿童 

（1）外籍、华人、华侨、台湾、香港、澳门子女 

华侨子女回国接受义务教育按照《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

印发<关于华侨子女回国接受义务教育相关问题的规定>的通

知》（侨文发〔2009〕5 号）执行；台商子女按照省政府办公

厅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台商子女在闽就读服务工作若干意

见的通知》（闽政办〔2007〕210 号）、《福建省贯彻〈关于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实施意见》（闽政台

〔2018〕40 号）等文件执行，视同当地居民子女办理入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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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按实际居住地就近免试入学。外籍、华人、香港、澳门子

女参照华侨或台商子女条件执行。 

报名材料：①父母的外籍、华人、华侨等身份证明、护照

（由国内监护人监护的需提供法定监护人的证明材料）；台、

港、澳身份由县台港澳办审核界定并出具证明；②城区居住证

明（由派出所、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或暂住证；③子女护照、

身份证明等；④幼儿园毕业手册（或幼儿园大班就读证明）。 

（2）军人、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 

军人子女按照《福建省贯彻〈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

实施办法》（政联〔2013〕1 号）、《关于〈福建省贯彻军人

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实施办法〉的补充通知》（闽政联〔2017〕

1 号）、省公安厅和省教育厅《转发公安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

工作的通知》（闽公综〔2018〕140 号），应急管理部和教育

部《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

工作的通知》（应急〔2019〕37 号）、《三明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建立三明市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机制的意

见》(明政办〔2020〕11 号)等文件执行，视同当地居民子女

办理入学手续，按实际居住地就近免试入学。 

报名材料：①单位证明（军人需提供军官证或士兵证）；

②城区居住证明（由派出所、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或暂住证；

③户口簿；④幼儿园毕业手册（或幼儿园大班就读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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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层次人才子女 

按照省委组织部、教育厅、人社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

高层次人才子女就读中小学和幼儿园工作的通知》（闽教基

〔2015〕34 号）、《三明市教育局关于印发<三明市高层次人

才子女入学的有关办法>的通知》（明教函〔2020〕６号）等

文件执行，视同当地居民子女办理入学手续，按实际居住地就

近免试入学。县人社局组织招聘的非城区户籍的公务员及机关

事业公职人员子女可参照执行。 

报名材料：①县人社局（或县委人才办）出具的高层次人

才证书、入选文件或证明材料，以及招聘非城区户籍的公务员

及机关事业公职人员的招聘证明；②户口簿；③城区居住证明

（由派出所、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或暂住证；④幼儿园毕业

手册（或幼儿园大班就读证明）。 

（4）防疫一线医护人员子女 

按照《三明市教育局关于做好对防疫一线医护人员子女关

怀工作的通知》精神，在三明定点收治医院参与救治新冠肺炎

患者的一线医务工作者和赴湖北医疗支援工作人员子女（名单

由县卫健局审定提供）视同当地居民子女办理入学手续，按实

际居住地就近免试入学。 

报名材料：①县卫健局证明；②户口簿；③城区居住证明

（由派出所、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或暂住证；④幼儿园毕业

手册（或幼儿园大班就读证明）。 

（5）父母工作调动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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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以来，父母户籍不在城区，双方或一方因组织工

作调往城区工作，需随父母居住生活的适龄儿童，按实际居住

地就近免试入学。 

报名材料：①户口簿；②县委组织部或县人社局出具的工

作调动证明；③城区居住证明（由派出所、居委会或村委会出

具）或暂住证；④幼儿园毕业手册（或幼儿园大班就读证明）。 

（6）在我县农村学校任教的教师子女 

在我县农村学校任教的教师的子女户籍不在城区且需在

城区小学就读的，按实际居住地就近免试入学。 

报名材料：①户口簿；②大田县教育局人事股出具的教师

证明；③城区居住证明（由派出所、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或

暂住证；④幼儿园毕业手册（或幼儿园大班就读证明）。 

（7）在城区购房且具有不动产权证或“两证”齐全的子女 

在城区购房且具有不动产权证或“两证”齐全（“两证”

即房产证和土地证），或经审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信息

表》和契税完税凭证的房屋所有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直系

子女，可到该房屋所在片区小学免试入学：①夫妻独立或共有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②多人共同拥有城区房屋不动产权证，其

中占 51%以上该房产所有权人的直系子女（一套住房只适用一

个家庭）；③独立享有房产所有权的适龄儿童。报名材料：①

户口簿；②幼儿园毕业手册（或幼儿园大班就读证明）；③不

动产权证或房产证与土地证（若不动产权证正在办理的，需提

供经审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信息表》和契税完税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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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属城区新建小区的购房户在招生期间契税尚未缴交完毕的，

需提供该房屋经审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信息表》、购房

合同和购房付款发票和银行按揭贷款凭证等）。 

符合县政府公租保障住房政策的租赁住户直系子女，可到

该房屋所在片区小学免试入学。报名材料：①户口簿；②幼儿

园毕业手册（或幼儿园大班就读证明）；③县住建局（住房保

障服务中心）证明、房屋租赁合同、房租缴交凭据等证明材料。 

备注：商业用店面、房产协议、公证书等不作为享受政策

依据。 

（三）外来人员随迁子女 

1.接收学校、对象及办法 

（1）接收学校：第三实小、城南小学、香山小学和均溪

中小。 

（2）接收对象：进城务工类、进城经商类和进城兴办企

业类。 

（3）接收办法：在学校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下，采用“自

愿选择+电脑派位”的方式接收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

符合优先政策的，可根据空余学位情况优先接收或电脑派位。 

2.接收条件及提供材料 

（1）进城务工类 

报名条件：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城区务工满一年。 

报名材料：①户口簿；②务工合同；③幼儿园毕业手册（或

幼儿园大班就读证明）；④城区居住证明（由派出所、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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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村委会出具）或暂住证。 

（2）进城经商类 

报名条件：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城区经商满一年。 

报名材料：①户口簿；②个体工商营业执照（附与执照内

容相符的商铺门面照片）；③幼儿园毕业手册（或幼儿园大班

就读证明）；④城区居住证明（由派出所、居委会或村委会出

具）或暂住证。属股东的，需提供股权证明（县市场监管局出

具证明或股权复印件）等。 

（3）进城兴办企业类 

报名条件：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城区兴办企业满一年。 

报名材料：①户口簿；②企业营业执照（附与执照内容相

符的企业门面照片）；③幼儿园毕业手册（或幼儿园大班就读

证明）；④城区居住证明（由派出所、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

或暂住证。属股东的，需提供股权证明（县市场监管局出具证

明或股权复印件）等。 

3.优先政策条件 

（1）享受优先政策对象：符合进城务工条件且父母双方

或一方社保缴交达一年以上的（含一年），符合进城经商、进

城兴办企业满一年且纳税额度达到或超过 1万 5千元的，可享

受优先政策。 

（2）实施办法：符合优先政策的人员，可向接收外来人

员随迁子女的学校提出申请。如申请就读学校有剩余学位，可

优先安排在该校就读；如享受优先政策的申请人数超过该校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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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学位时，则由该校通过电脑派位确定就读名单。 

（3）享受优先政策需提交的材料 

符合进城务工条件且父母双方或一方社保缴交达一年以

上的（含一年），除提供进城务工报名材料外还需再提交：①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②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历年缴费明

细表；③工资表（由用人单位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提交

的工资表和社保缴交单位应与务工单位一致。 

符合进城经商、进城兴办企业满一年以上的（含一年）且

纳税额度达到或超过 1万 5千元的，除提供进城兴办企业、进

城经商的报名材料外还需再提交：纳税缴交凭证。非企业或商

店法人不享受优先政策。 

（四）孤儿或父母丧失监护能力的适龄儿童 

孤儿或父母丧失监护能力的适龄儿童，由其法定监护人的

户籍地片区学校招生（若法定监护人为城区户籍的，就按城区

招生片区划分办法招收；若监护人为外来人员，就按外来人员

随迁子女招生办法招收）。 

报名材料：①户口簿（适龄儿童及法定监护人）；②法定

监护人证明材料（若监护人为外来人员，还需提供监护人在城

区务工、经商或举办企业的相关证明材料）；③幼儿园毕业手

册（或幼儿园大班就读证明）。 

四、招生程序及招生时间 

（一）城区户籍（含享受城区户籍）适龄儿童 

1.登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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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记地点：到户籍地（户籍地址与居住地址不一致，

需提供居住地的不动产权证或房产证和土地证）所在片区学校

登记。 

（2）登记流程：向招生片区学校领取《大田县 2021 年秋

季申请城区小学就读资格审核登记表》→填写信息登记→审核

相关材料→审核人、家长签字→学校公布学生名单→符合入学

资格的，开学时家长凭经审核的“申请城区小学就读资格审核

登记表”到校报名注册。 

（3）登记内容：具体详见附件 2。 

（4）登记时间：5月 15 至 5月 16 日。 

2.公示登记信息 

（1）公示符合条件的城区户籍（含享受城区户籍）适龄

儿童名单。 

（2）公示时间：5月 17 日至 5月 21 日。 

（二）外来人员随迁子女 

1.登记信息 

（1）登记地点：第三实小、城南小学、香山小学和均溪

中小，其中：香山小学登记地点暂设在第二实验小学。请外来

人员随迁子女根据实际居住地向就近或相对就近相关学校登

记，不可重复登记。 

（2）登记流程：向申请学校领取《大田县 2021 年秋季申

请城区小学就读资格审核登记表》→填写信息登记→学校审核

相关材料→审核人、家长签字→电脑派位→有派到学位的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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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随迁子女开学时凭经审核的“申请城区小学就读资格审核

登记表”到学校报名注册。 

（3）登记内容：具体详见附件 2。 

（4）登记时间：5月 22 日至 5月 23 日。 

2.公示登记信息 

（1）公示符合申请条件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名单。 

（2）公示时间：5月 24 日至 5月 28 日。 

3.实施电脑派位 

（1）派位原则。如登记人数少于或等于学校剩余学位数

时，则由学校直接接收，不安排电脑派位；如登记人数大于学

校剩余学位数时，优先接收享受优先政策的外来人员随迁子

女，同时，对其他外来人员随迁子女进行电脑派位，确定就读

名单；如享受优先政策的申请人数超过该校剩余学位数时，则

由该校只对享受优先政策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进行电脑派位，

并确定就读名单。未派到学位的，可选择回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读。 

（2）派位办法 

第一次电脑派位：由登记学校组织电脑派位，确定就读名

单。原则上香山小学派往均溪中小或均溪中小派往香山小学，

第三实小派往城南小学； 

第二次电脑派位：第一次未派到学位的，于 6月 5日至 6

月 6 日持经学校审核过的《大田县 2021 年秋季申请城区小学

就读资格审核登记表》到大田县第三实小登记，由县教育局组

织相关学校统一电脑派位至有空余学位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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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派位时间 

第一次电脑派位：5月 29 日至 5月 30 日（具体派位时间

由各校自行安排）； 

第二次电脑派位：具体电脑派位时间由县教育局另行通知。 

4.公示电脑派位结果名单。 

五、注意事项 

（一）家长或监护人所提交的证明材料落款时间截至

2021 年 5 月 14 日，超过 2021 年 5 月 14 日视为无效材料。 

（二）家长或监护人应在规定的登记时间内向符合申请条

件的某一所学校申请。 

（三）申请时，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必须向学校提供能够

证明真实情况的有关材料。如发现弄虚作假或重复报名的，将

取消其在城区小学就读或派位的资格。 

（四）特别提醒：请家长务必关注电脑派位结果。未派到

学位的，可选择回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读。 

（五）城区各小学不接收父母非大田县城关派出所户籍的

无户籍儿童。 

六、特殊教育学校招生办法 

大田县特殊教育学校面向全县招收智力障碍（含自闭症）

适龄儿童少年，开设学前班、小学、初中。三明市特殊教育学

校面向全市招收听障、视障、智力障碍和自闭症儿童少年。各

中小学要向家长广泛宣传，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动员智力障碍

适龄儿童少年就读我县特殊教育学校，动员听障、视障等适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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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少年就读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具体招生事宜见市、县特

殊教育学校招生文件），同时动员其他残疾适龄儿童少年在普

通中小学随班就读，并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建立学籍，确保适龄

残疾儿童少年全部接受义务教育。 

七、招生要求 

（一）开展宣传。各校要认真做好今年秋季小学招生宣传

工作，对本片区生源入户核实，尽早做好生源摸底工作。招生

之前，要按照招生意见规定的统一要求，张贴招生简章，设立

招生咨询电话和投诉电话。招生简章要说明招生的年龄、报名

时间、招生办法、条件要求、提供的材料和招生范围等。 

（二）强化责任。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招委会的部署，明确

职责，认真把关，确保出具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城区各校要成

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加强招生工作领导，根据政策从严对招

生工作进行把关。校长为规范招生工作第一责任人，要遵照有

关规定认真组织好本校的招生工作，加强各个环节的管理，坚

决杜绝违规招生行为的出现。 

（三）阳光招生。严格按照招生工作的具体要求及时间安

排开展工作，并做好招生简章和招生信息的公示，做到公开、

公平、公正。主动接受社会对招生过程的监督，及时答复和妥

善处理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各乡（镇）小学招生工作可参照

本《意见》执行，具体招生意见由各乡镇自行制定。 

（四）严明纪律。凡学校不按本《意见》规定执行，存在

擅自招收不及龄儿童、私自放宽条件或不按程序招生、扰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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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秩序、学籍管理混乱等行为，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校长

给予通报批评，学校年终考评给予降一档处理；情节特别严重

的，将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举报电话：05987263139（驻县

教育局纪检组）、05987222655（县教育局初教股）。 

八、招生咨询电话 

大田实小：05987240909； 

城关一小：05987222252； 

城关二小：05987222329； 

城关三小：05987333189； 

第二实小：05987261656； 

第三实小：05987260196； 

城南小学：05987228305； 

香山小学：05987261626； 

均溪中小：05987225256。 

 

附件：1.大田县 2021 年城区小学招生片区划分 

2.大田县 2021 年秋季申请城区小学就读资格审核

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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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田县 2021 年城区小学招生片区划分 

 

一、实验小学：天山路、龙山路、前山路、银山北路、凤

山西路、文山路、南山路单号和双号 2-96、宝山路单号 1-91

和双号 2-30、建山路单号 1-21 和双号 2-42、凤山中路单号

1-145 和双号 2-116、银山南路单号 1-71 和双号 2-50、富山

新村二路五巷内、白岩山南路 1-54 号、白岩山北路、古山路

1-45 号（41 号除外）。 

二、城关第一小学：香山路单号 1-17（不含 17 号过杠）

和双号 2-88 过杠（不含 88 号）、桥山路、北山路、雪山南路、

雪山北路、宝山路单号 93 以上和双号 32 以上、南山路 98 以

上、凤山中路单号 147 以上和双号 118 以上、古山路 41 号和

46 号以上、银山南路单号 73 号以上和双号 52 号以上。 

三、城关第二小学：富山新村二路 6巷以上、白岩山南路

55 号以上、建山路单号 23 以上和双号 44 以上、玉山路、集

美路、玉田村 1-80 号、栋山路 1-107 号、河滨西路（含家誉

豪庭）、宋京村和良元村撤点并校的均溪镇户籍。 

四、城关第三小学：福田路、兴福路、均溪河以东福塘村

住户(即福塘村 25 号、36 号、81 号、92 号、97 号、161 号、

163 至 188 号、191 至 192 号、194 至 217 号、219 至 225 号、

2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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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二实验小学：兴业路 1-6 号、聚龙路、美地路、象

山路、凤山东路、虹山路、龙宝新村。 

六、第三实验小学：赤岩路、河滨东路(东兜、龙腾广场)、

栋山路 108 号及以上、后坂洋、兴业路 7-35 号（含东林花园）、

秋竹新村（含造福工程对象）、金岭村户籍子女。 

七、城南小学：福塘村户籍子女（除城三小招生片区以外

的所有福塘村村民子女）。 

八、香山小学：香山路单号 17-1（不含 17 号）以上和双

号 88（不含 88 号过杠）以上、湖山路、郭村及其辖区内所属

楼盘（或小区）、双龙路（郭村辖区内）。 

九、均溪中心小学：兴田路（均溪镇范围）所属住宅小区

或住户、温镇村及均溪镇行政村撤点并校的由均溪中小接收的

均溪镇户籍子女。 

十、石牌镇：石牌镇所属各村招生片区由石牌中心小学统

筹安排。 

十一、华兴镇：华兴镇京口小学负责接收京口工业园区子

女招生入学工作，华兴镇其它所属各村招生片区由华兴中心小

学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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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田县 2021 年秋季申请城区小学 
就读资格审核登记表 

 
小学（盖章）：                      编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

月 
 

居民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派出所 
 

户籍详细

地址 
 

城区详细住址  

称谓 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享受城区户籍 
城区 

户籍 外籍 

华人等

军人

等 

高层次

人才等

防疫 

一线 

工作 

调动 

农村 

教师 

城区

购房

符合城区就读条件

（在栏中打“√”）

        

进城务工 进城兴办企业 进城经商 符合外来人员随迁

子女电脑派位条件

（在栏中打“√”）
   

符合优先政策的外

来人员随迁子女条

件（在栏中打“√”）

社保缴交达

一年或以上
 

纳税额度达到或超

过 1万 5千元的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 

确认签名 

本人承诺：所提供的申请就读相关证明材料及证件均真实有效，且

无重复报名。若有不实，自愿放弃城区小学就读资格。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 

审核 

校长签字                        年   月   日 

注：接收外来人员随迁子女的学校：第三实小、城南小学、香山小学、均溪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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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