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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〇  

 

一、城区小学 

（一小城南校区） 

江华街西延线，江宁街西段，塔山路南段，塔山路北段，石

羊大道北段，石羊大道中段，三元路，新光路北段，新光路南段；

2018年朗诗汉安府、远大楼盘购房业主的适龄儿童(将依据城南

新区建设状况和适龄人口分布情况适时调整招生范围)；原一小、

十小招生范围内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注：与城

南新区相邻的四小、八小、十小、十一小、十小西区的招生范围

不变。） 

（二小） 

交通路（单号 21—277号，双号 32—272 号）；沱中巷 31 号、

62 号、40 号（市一院、二中、教仪站宿舍）；南门城垣（1—9

幢）；福利巷 16 号（1—2 幢），20 号，25 号（1—3 幢），27 号

（1—2 幢）36 号（1—3 幢），38 号；江西巷（1—6 幢）；青年

巷（1—3号楼）；智慧村（1—12幢、14 幢、16幢）；益民巷（1

—9 幢）；沿江路（单号 55—383号，双号 32—364 号）；新建村

（1—11 幢，13—16 幢）；沿江路 1—3 巷；沱中路；滨江东路

198 号（鹭湾半岛一期）。滨江东路 369号（鹭湾半岛二期）。滨

江东路 367号（荷枫水岸）。 

（三小） 

文庙村（1—9）幢；民族路（单号 1—323号，双号 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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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及中医院至河西村 1—19幢）；群众村（1—12幢）；大西街（单

号 69—159 号，双号 42—154 号）；大同街（单号 1—81 号，双

号 2—100号）；太原巷（单号 1—61 号）；大洲路（90—293号）；

渝江路（单号 25—83 号，双号 8—86 号）；虹桥路（单号 23—

47 号，双号 44—54 号）；太平巷（1—3 幢）；蛋市巷（双号 2—

32 号）；泥巴巷（单号 1—17 号，双号 2—16 号）；桂湖街上段

（39—110 号）；桂湖街下段（112—255 号）；半节阴家巷（95

号附 1—76 号，10—28 号）；北街（41—109 号，21 号 1 幢 1—

26 号）；阴家巷（单号 57—99 号）；北城垣；玉带花园 57—63

号；叠象街；公园街 122－242号。公园街 458号（公园御景） 

（四小） 

针织厂；齿轮厂；银行村；木材加工厂；煤建公司；牌楼路；

肉联厂；肠衣厂；蓝剑啤酒厂；沿江路（单号 385－517 号，双

号 366－632 号）；滨江路 25 幢；环四巷；环五巷 40 号；环城路

633 号、685 号；沱鞍路（原交通乡临江村 6－9组）；乐江西路；

三元村。 

（六小） 

上南街 12号、21 号、37 号、40号、52 号、64号（农行、

粮食局、电影公司宿舍）；劳动村（1—21 幢）；东坝街（单号 1

—143 号，双号 2—112 号）；箭道街（单号 1—107 号，双号 2

—116号）；大名巷（1—52号）；中心巷（1—6幢）；新民巷（1

—8 幢，10—16 幢）；三八街（1—43 号、46—117 号）；运输巷

（单号 1—17号，双号 2—50号）；复兴巷 4－5幢。 

天津街（单号 1—87 号，双号 2—104 号）；公园街（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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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央路（单号 1—137号，双号 2—150号）；廖家巷（单号

1—13号，双号 2—20号）；小东街（单号 1—89 号，双号 2—106

号）；箭道街（单号 3 号—城东办事处内）；人民路（单号 1—79

号，双号 2—86号）；北街（单号 1—39号，双号 2—98号）；半

节阴家巷（单号 1—25 号）；阴家巷（单号 1—55 号，双号 2—

76 号）；大西街（单号 1—67 号，双号 2—40 号）；蛋市巷（单

号 1—43 号）；劳动村 22－28 幢；大梯巷。（原一小范围） 

（八小） 

环城路（单号 407—631 号，双号 362—620 号）；环一巷 1

—4 幢，环二巷 1—8 幢，环三巷 1—19幢；康盛路（单号 1—17

号，双号 2—18号）；和平街（单号 167—223 号，双号 154—210

号）；倦子路（单号 73—273号，双号 10—250号）；交通路（单

号 279—607 号，双号 274—594号）；新建村（12 幢，17－25 幢）；

腾飞路；龙腾街；交通乡新光村 7－10组、临江 3、4、5、10组；

南山佳园；；江宁街；江华街 999号（长富名苑）；甘泉寺廉租房。

龙蟠路 366号(上上东方) 

（九小） 

文英街（1—213号）；劳动巷（1—104 号）；市民路（1—140

号）；朝阳巷（1—62 号）；团结街（1—231 号）；河坝街（含绿

色港湾）；小东街（108—135号）；小东街（单号 91—135号）；

沿江路（1—43号）；新民巷（7、9、11、13、17、18幢）；沱江

路（1—5 幢）；城垣巷（1—30 号）；望江巷（1—25 号）；朝阳

巷 26 号；福利巷 1—47 号【16号（1—2幢），36 号（1—3幢），

25 号（1—3 幢），27号（1—2幢）除外】；东城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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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小） 

新华路（单号 1—353 号，双号 2—422 号）；玉带街（单号

1—47号、双号 2—222号）；环城路（单号 59—405 号，双号 108

—360号）环一巷 5－9幢；江天路；翔山路（单号 1—103号，

双号 2—60号）；报社路（单号 59—105号，双号 36 号、38—106

号、300号、560号）；玉翔路（61 幢、63 幢）、147 号；翔龙路

（单号 1—89号，双号 2—100号）；玉环巷（单号 1—49号，双

号 2—22 号）；临江小区：南环北路 82—162 号（警官楼、活塞

厂、市卫生局、红十字医院、工商局）；南屏街；南山路；南环

路；马鞍山村；南鞍路；沱鞍路（含原临江 1 组）；沱鞍北巷；

江华街 6 号（江城花园）；江华街 50 号；江华街 777 号（临江丽

景）；南风街。 

（十一小） 

民族路（单号 325—653 号，双号 292—与大洲路交汇处；

玉溪路（单号 1—561 号，双号 2—564 号）；环城路（单号 1—

57 号，双号 2—106 号）；内壕路（单号 1—239 号，双号 2—230

号）；晏安路、晏安巷；侯家巷；双洞路、太子路；临江村 15－

16 组；大洲路（295—381号）；大千花园；报社路（单号 1—57

号，双号 2—36 号）；玉翔路（双号 2—54 号）；沱鞍路 2 组和

16 组（农村买户口入城户）；公园街 460号（1－14 幢）。 

（实验小学） 

和平街（单号 1—165 号，双号 2—152 号）；上南街（单号

39—171 号，双号 80—220 号）；梅家山村 1 号、2 号、3 号（1

幢、3 幢、4 幢、6 幢）；广场路（单号 1—201 号，双号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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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象鼻嘴村（1—13幢）；区委党校 54号（1—3 幢）；交通路

288 号（1—7幢）；公园街（257号、307号、315号—373号）；

公园湾村（1—34 幢）；复兴巷 1－3 幢；甘泉寺路（单号 1－73

号、双号 2－54号）。 

二、城区初中 

（二中） 

沱中路、智慧村 1－16 幢、新建村、沿江路 159－409 号、

沿江路 1－3 巷、交通乡三元村 1－3 社、临江村 6－10社。 

（六中） 

上南街：单号 1－215 号、双号 2－174 号（单双号均含附

号在内）、复兴巷 1－5幢、劳动村。 

（七中） 

上南街 176号起至末尾号止、广场路、梅家山村、和平街、

和平村、交通路单号 153－末尾号、交通路双号 158－末尾号、

江西巷、青年巷、沿江路 410号起至沱桥头、公园街、大梯巷、

公园湾村、公园巷、象鼻嘴村、甘泉寺路、乐江西路、乐秋路、

玉翔路、玉带街、康盛路、棬子路、环城路 1－5巷、环城路（单

号从 407－631号止、双号从 316号－末尾）、牌楼路、牌楼 1－

5 巷、银行村、交通乡三元村 4－6 社、临江村 4－5 社、南山佳

园、万里大道。滨江东路 367 号（荷枫水岸），滨江东路 369 号

（鹭湾半岛二期）。 

（一初中） 

人民路（从单号 47 号、双号 50 号起至区政府一段）、中央

路、东坝街、小东街、运输巷、河坝街、东城垣、城垣巷、河坝



 - 6 - 

街 1－3 巷、沱江路、团结街（含 1－2 巷）、文英街、劳动巷、

市民路、朝阳巷、中心巷、新民巷、三八街、顺江路、箭道街、

廖家巷、大名巷、沿江路 1－158 号（含附号）、交通路上段（单

号 1－151 号，双号 2－156 号）、福利巷、南门城垣、益民巷、

北街、天津街、滨江东路 198号（鹭湾半岛一期） 

（翔龙中学东区） 

玉环巷、新华路、新华路西 1－2 巷、新华路东 1-3 巷、翔

龙路、翔山路、翔龙路 1－2 巷、报社路、环鞍路、马鞍山村、

鞍山路、南环路、沱鞍路（2组和 16 组除外）、沱鞍北路、江天

路、环城路（单号 43－405 号，双号 44－314 号）、江华街、南

屏街、腾飞路、沱江花园、长富花园、龙腾街、南风街、江宁街、

南山路、南鞍路、交通乡三元村 7－12 社、临江村 1－3 社、龙

蟠路、新光村 1－10社、永兴村。 

（翔龙中学西区） 

人民路（单号 1－45 号，双号 2－48 号）、桂湖街、大西街、

叠象街、蛋市巷、大同街、泥巴巷、阴家巷、半节阴家巷、活源

井、大洲路、太原巷、太平巷、民族路、居民巷、群众村、文庙

村、大千花园、渝江路、虹桥路、玉河街、北门城垣村、侯家巷、

学山路、雁塔路、玉溪路、双洞路、晏安路、壕子口路（单号 1

－239号，双号 2－230号）、科始坳村、晏家湾、晏家巷、环城

路（单号 1－41 号，双号 2－42 号）、石油容器厂、交通乡临江

村 11－16社。沱鞍路 2 和 16 组（农村买户口入城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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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校 班数 计划人数 学校 班数 计划人数 

一小 6 330 永安初中 4 220 

二小 4 220 龙门初中 2 110 

三小 2 110 伏龙初中 2 110 

四小 2 110 全安初中 4 220 

六小 3 165 龚家初中 3 165 

八小 3 165 民建初中 1 55 

九小 2 110 朝阳初中 4 220 

十小 6 330 凤鸣初中 5 275 

十一小 4 220 内江八中 1 55 

实验小学 5 275 一初中 1 55 

实验小学东区(含教学点) 4 165 七初中(初中) 1 55 

白马镇小学(含教学点) 7 285 电力初中(初中) 1 55 

史家镇小学(含教学点) 4 135 电建初中(初中) 1 55 

十小西区 2 110 十一中(初中) 6 330 

凤鸣镇小学(含教学点) 5 200 翔龙中学(初中) 18 990 

凌家镇小学(含教学点) 9 280 天立学校(初中) 14 588 

靖民镇小学 1 55 初中合计 62 3558 

伏龙镇小学(含教学点) 3 90    

龙门镇小学(含教学点) 4 120    

朝阳镇小学(含教学点) 6 180    

全安镇小学(含教学点) 3 130    

永安镇小学(含教学点) 7 262    

龚家镇小学(含教学点) 2 110    

七初中(小学) 1 55    

电力初中(小学) 1 55    

电建初中(小学) 2 110    

民建初中(小学) 1 55    

天立学校(小学) 5 210    

小学合计 104 4642    

 
注：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实施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专项规划（2017—2020年）

的通知》（川教（2017）43号）精神，到 2018年彻底消除 65人以上的超

大班额。请各校严格按计划招生，严禁起始年级形成大班额，必须化解现

有年级超大班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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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内市区教〔2017〕29号 

  

    

  

    

  

   

 

区属各中小学： 

现将《内江市市中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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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内江市市中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

作实施方案 

     

内江市市中区教育局    中共内江市市中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内江市市中区财政局      内江市市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内江市市中区公安分局       内江市市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内江市市中区房地产管理局        内江市市中区社保局 

                            2017 年 2 月 9 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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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江市教育局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印发〈内江市关

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指导

意见〉的通知》（内教基〔2016〕430 号）精神，为进一步做好

我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方

案。 

一、组织领导 

为加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领导管

理，决定成立“内江市市中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岗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刘  澜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吴英伟  区委编办主任 

段  毅  区财政局局长 

王晓川  区教育局局长 

孙  闻  区人社局局长 

蒋  云  区公安分局政委 

申利军  区工商局局长 

吴定友  区房管局局长 

王  俊  区社保局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教育局，由李朝华任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普教股、监审股、群工办、计财股、人事股、法保股负

责人任成员，负责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具体工

作。 

二、工作原则 

坚持“政府负责、齐抓共管、公办为主、依法规范”的原则，

以进城务工人员“合法稳定居住、合法稳定就业”为基本条件，

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三、适用对象 



 - 11 - 

申请接受义务教育的市中区主城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四、工作职责 

在区政府的领导下，各部门协调配合，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1.区委编办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学校的教职工

编制动态调整工作。 

2.区财政局做好接受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的相关经

费保障工作。 

3.区教育局负责全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的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工作。 

4.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对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和不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进行查处。 

5.区公安分局负责验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持有的户籍

证明、《居住证》或《居住证明》，采集、统计进城务工人员的相

关信息，向区教育局提供当年流动人口登记数及居住证明办理情

况。 

6.区工商局负责验证进城务工人员提供的工商营业执照。 

7.区房管局负责验证进城务工人员提供的居住房产证明。 

8.区社保局负责为进城务工人员出具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五、办理程序 

（一）提交材料 

进城务工人员为其子女申请入学，应在规定时间内到区教育

局指定地点初审登记(具体时间、登记点另行通知)。登记时须同

时出示下列材料的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1.申请人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和在公安部门登记备案

的市中区主城区《居住证》或《居住证明》。 

2.申请人及其子女同一户籍的原籍户口簿或其他能够证明

其法定监护关系的有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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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人与申请就学地用人单位签订的、街道劳动部门认可

的劳动就业合同；或由居住地街道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灵活就业

证明；或申请就学地工商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为申请人颁发的营

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证明或免于纳税相关

证明。 

4.申请人截止 2017 年 5 月 31日，已在本市连续依法缴纳社

会保险费满 6个月的有效证明，且申请入学当月处于持续缴纳状

态【注：每年 3月 31 日前（含）可缴纳前一年的社保】。从 2018

年开始，需在本市连续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1年以上。 

5.申请人在该城区居住满 6 个月的相关证明（房管部门认可

的房屋产权证明或购房合同或房屋租赁合同和水电气缴费清单等） 

（二）审核公示 

区教育局组织相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对材料进行复核，发现

当事人提供的信息、证件、证明和其他材料弄虚作假的，一经查

实将视为不符合条件人员，其子女回原籍就读。符合条件的进行

公示。 

（三）统筹安排入学 

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区教育局按照相对就近原则，将符合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条件的招生对象统筹安排就读学校。 

已在主城区小学就读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不再重新审核材

料，按当年的小升初招生政策执行。 

六、工作要求 

（一）广泛宣传。区教育局利用网站、电视台、报纸及各校

广泛宣传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相关政策。 

（二）严肃纪律。区教育局和相关部门组织专人加强对此项

工作的管理和监督检查，设立举报电话，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

违规行为要严肃查处，对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要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各招生学校要严格遵守纪律，不徇私舞弊，要切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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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开、公平、公正，确保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

顺利完成。    

七、其他 

（一）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申请每学年集中受理一

次。除申请起始年级入学的外，须提交原就读学校及其教育行政

部门签章的学籍证明。 

（二）区域内公办教育资源紧缺的，可根据实际，统筹安排

进入该区域内的民办中小学就读。 

（三）自愿到民办中小学校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可按民办学校入学条件到民办学校申请就读。 

 

 

 

 

 

 

 

抄送：区委办  区委宣传部  区政府办 

内江市市中区教育局办公室                     2017年 2月 9日印发 

                                             （共印 15份）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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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市区教〔2018〕96号                                   
 

 

2018  

 

 

市直各相关学校、区属公（民）办中小学校： 

为确保市中区主城区小升初招生工作顺利进行，根据《四川

省教育厅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中小学

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川教函〔2018〕157 号）、《内江

市人民政府研究内江城区教育工作相关事宜的纪要》（内府阅

〔2017〕27 号）、内江市教育局《关于印发<2018 年内江市主城

区小升初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内教基〔2018〕124 号)要求

和省、市相关会议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经区政府同意，现将

2018 年市中区主城区小升初招生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

照执行。 

一、招生原则 

坚持以县区为主，划片、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依法保障

主城区符合条件的招生对象 100%入学。 

二、招生对象 

（一）具有市中区主城区户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 

（二）在市中区主城区学校就读且有市中区主城区学校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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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 

（三）在市中区主城区居住且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有房屋产权

证明的小学应届毕业生。 

（四）市中区主城区符合进城务工（经商）条件人员的随迁

子女。 

三、初步招生计划 

根据内江市教育局《关于印发<2018 年内江市主城区小升初

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内教基〔2018〕124 号)精神，今年主

城区可提供的初一学位完全能够满足入学需求。根据预测情况，

主城区初中招生学校的初步招生计划为：内江一中 9个班 495人，

内江二中 15 个班 825 人，内江六中 24 个班 1320 人，内江七中

6 个班 330 人，内江铁中 6 个班 330 人，东兴初中 20 个班 1100

人，内江三中 6个班 330 人，西林中学 9 个班 495 人，翔龙中学

东区 11 个班 605 人，翔龙中学西区 7 个班 385 人，内江九中 4

个班 220 人，内江一初中 1 个班 55人，内江二初中 1个班 55人。

民办内江天立国际学校招生计划由学校自主确定，并报市中区教

育局审核、市教育局备案。 

最终各学校的招生计划和市直学校分配到三区的具体计划

数待符合条件的招生对象总人数基本确定后，另行发文。 

四、招生方式 

市中区主城区辖区（含市直学校）小升初招生工作由内江市

教育局负责统筹，市中区人民政府牵头负责，市中区教育局具体

组织实施，招生方式为：划片招生，特长招生，随机派位（即电

脑摇号），统筹安排。 

五、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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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宣传（5 月 4 日至 5 月 31 日） 

5 月 14 日至 18日，区教育局召开招生工作会，在教育网站

上公布本辖区小升初招生文件及告家长书，并通过教育网站、微

信、校园网络及咨询点等形式，宣传辖区内的小升初工作。主城

区初中招生学校及时召开招生工作会。城区小学要面向师生和家

长召开小升初工作动员大会，发放《2018 年内江市主城区小升

初招生工作告家长及学生书》，一式两份，学生及家长签字后学

校存档一份。同时，各招生学校和城区小学校要设立专门的小升

初招生宣传咨询点，及时向广大家长和师生宣传具体招生政策、

城区初中招生学校划片范围、招生计划、工作流程等内容，做好

相关政策的咨询和解释服务工作，尤其要做好进城务工（经商）

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的宣传咨询和解释工作，并将工作落实情

况的相关资料存档备查。 

主城区招生学校要服从辖区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安排，规范

宣传行为，禁止到任何小学进行招生宣传，凡动员、招收不符合

条件的或事前违规承诺以及超计划招收的招生对象，将不予注册

学籍，并责令招生学校退回，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招生学校自

行负责。若引发安全稳定事件，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和主要

领导责任。 

（二）片区内招生对象资格审查（5 月 14 至 22 日） 

5 月 14 日至 15日主城区各小学审核毕业班学生户口；5月

16 日至 22 日区教育局和主城区招生学校复核。 

（三）学位申请（5 月 21 日至 5 月 31 日） 

 符合条件的主城区招生对象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地点

申请学位，逾期将不予办理，并视为自愿放弃主城区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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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申请一人一卡，人卡一致，每张学位申请卡由主卡和副

卡两部分组成，学位申请卡上相关内容必须如实填报，主卡和副

卡内容相符，不得涂改，否则将视为无效卡。申请人要理性填报

拟就读学校志愿，原则上应选择划片学校就读，若自愿放弃原划

片学校，选择到片区外学校就读，则须签订“学位申请承诺书”

（一式二份）；若未被选择学校录取，原划片学校有空余学位，

则可回原划片学校就读，原划片学校学位已满，则选择其他有空

余学位的学校就读或服从市中区教育局根据辖区内学校空余学

位情况统筹安排。 

学位申请卡主卡由区教育局管理，作为招生工作的原始依

据；副卡由申请人或家长管理，作为申请人参加特长生登记、摇

号未录取后到有空余学位学校登记的凭证，也是最终录取后到招

生学校报名的凭证。有空余学位的招生学校必须在规定时间按要

求收取副卡，并由区教育局监督人员签字确认方能有效。 

1.第一批：进城务工（经商、购房）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学位 

（5 月 21日至 30 日） 

5 月 21 日至 25日：进城务工人员持相关手续到翔龙中学本

部、翔龙中学西区和内江七中任一一个申请点进行资格审核，符

合条件的领取并填写学位申请卡（蓝色）和学位申请承诺书。 

5 月 29 日至 5 月 30 日:申请人将填好后的学位卡和学位申

请承诺书交回领卡点审核盖章，审核通过后领取学位申请卡副

卡。主卡和学位申请承诺书由审核点登记汇总造册，签字后统一

交回市中区教育局普教股。 

审核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资格，由市中区人民政府牵

头，组织教育、纪检、监察、公安、工商、房管、人社、街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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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部门，成立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资格联合审查小组，按照

内江市市中区教育局等八部门印发的《内江市市中区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实施方案》（内市区教〔2017〕29

号）文件要求，严格标准，统一审核，并对进城务工人员提供的

相关材料进行实地核查，杜绝临时突击办证明、办假证明等现象。

凡不符合主城区小升初招生条件的招生对象，均不得在主城区学

校申请学位。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取消其主城区申请入学

资格，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2.第二批：主城区小学毕业生申请学位（5 月 28 日至 5 月

31 日）。 

市中区主城区小学毕业生原则上在毕业小学申请学位，由毕

业学校小学所在的教育局负责招生，如自愿选择回户籍所在地申

请学位的，由户籍所在地辖区教育局负责招生，但不能两地重复

申请，仅限一人一卡，一人一学位。 

5 月 28 日至 5 月 29 日：各主城区小学将小升初学位申请卡

（白卡）和学位申请承诺书发放给本校每位有正式学籍的小学毕

业生家长，家长填写后，由学校审核无误后签字盖章。并将学位

申请卡相关信息录入微机管理系统。 

5 月 30 日至 5 月 31 日：各主城区小学将审核无误并签字盖

章后的学位卡及信息录入电子文档一并报区教育局，区教育局审

核通过后加盖学籍管理专用章。学位申请主卡由区教育局统一管

理，学位申请卡副卡发给家长留存。学校发副卡给家长时必须造

册登记，签字确认，有据可查。 

5 月 21 日至 31日：非主城区小学毕业的且有市中区主城区

户籍的申请人，持与其子女同一户籍的原籍户口和毕业证明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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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普教股审核通过后领取学位申请卡（白色）。 

3.统计汇总（6月 2 日至 4日） 

区教育局统计汇总学位申请卡办理数量和申请就读学校情

况，并报市教育局备案。 

（四）编制招生总计划（5 月下旬） 

区教育局根据申请学位情况，确保辖区招生对象一人一学

位”的原则，与市教育局共同编制主城区初中招生学校招生总计

划（招生总计划和市直属学校具体分配到三区的招生计划另行发

文）。市直学校划片和特长招生录取后的空余学位将会按比例分

配给我区，由区教育局负责组织招生。内江天立国际学校招生计

划由招生学校自主确定，报市中区教育局审核、市教育局备案。 

（五）招生录取（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 

 今年我区“小升初”录取工作，按照“划片招生，特长招

生，随机派位（即电脑摇号），统筹安排”的方式和顺序开展。

民办学校招生与公办学校同步进行，被民办学校招生录取的招生

对象原则上不再参加主城区其它学校的招生。 

一是划片招生（6 月 27 日至 28日）。 

选择到片区内学校就读的招生对象，持学位申请副卡、户口

本、房屋产权有效证明、素质教育报告册及招生学校要求的相关

材料在规定时间内到片区内招生学校报名登记，并将学位申请卡

副卡交片区内学校管理。招生学校录取自愿到片区内学校就读的

招生对象，并向社会公示。招生学校对未报到的片区内招生对象，

要通过有效方式通知学生家长，再次宣传相关招生政策和本人应

承担的不能回片区学校就读的风险。并及时向区教育局报片区内

招生录取名单及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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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特长生招生（6 月 29至 7 月 2 日）。 

特长生招生工作在市、区教育局的统一领导下，由各招生学

校制定特长生招生具体操作方案报市教育局审批、区教育局备案

后组织实施。是否招收特长生，由符合条件的招生学校在规定时

间内报市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批准。若招生学校不招收特长生，则

将特长生计划全部纳入随机派位。 

招生对象持学位申请副卡和招生学校要求的材料在规定时

间内到招生学校进行资格审核，审核通过后可参加特长生招生。

招生对象参加特长生招生和随机派位招生方式必须选择同一所

学校。具体流程由招生学校根据总体安排自行制定，各招生学校

招生时间必须统一，并及时向区教育局报相关信息及录取名单。 

三是随机派位（7 月 3 日至 6日）。 

划片和特长生招生结束后，学校的空余学位用于招收片区外

的招生对象。若片区外申请就读的人数未超过空余学位数，则直

接登记录取；若超过空余学位数，则通过随机派位录取。 

区教育局将摇号录取名单及时通报给相关学校，相关学校利

用校园网、公示栏公示、并通过校讯通或短信将录取结果有效告

知招生对象。区教育局将及时有效告知有空余学位学校名单。 

四是统筹安排（7 月 7 日至 8日）。 

凡未被以上招生方式录取的招生对象，若原划片学校学位未

满，可持学位申请副卡优先选择回原划片学校；若原划片学校学

位已满，则选择到其它有空余学位学校或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就

读学校。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主城区小升初招生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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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政府为主导，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区教育局负责组织实施。

市中区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

导具体负责，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各相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

建立科学有序、运转高效、公正透明的小升初入学工作机制。 

（二）广泛宣传。主城区各中小学要利用网络媒体、黑板报、

动员会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招生政策，要积极进行政策解释，

并加以正确引导，让社会支持，让家长理解。要大力宣传整合、

联盟办学（内江一中、内江二中、内江六中与内江九中、内江七

中、内江铁中学校联盟）成果，今年联盟学校之间仍然要互派干

部和教师，相互交流，统筹安排初一年级任课教师。从 2018 年

秋季开始，内江二中再与内江四中组建学校联盟。 

（三）精心组织。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区教育局组织

协调有关部门，加强对片区内招生对象资格的审核，并成立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资格联合审查小组，按照《内江市市中区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实施方案》要求，严格

标准，统一审核，严禁随意放宽条件、弄虚作假等行为。招生学

校要服从区教育局的统一安排，全力配合，按规定制定好小升初

的具体操作方案和实施细则，精心组织实施。 

（四）维护稳定。区教育局认真做好小升初招生风险评估和

应急预案工作，各学校也要制定相应的招生方案及安全应急预

案，及时妥善处理好招生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五）严肃纪律。区教育局组织专人加强对学校招生行为的

管理和监督检查，设立举报电话，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违规行

为进行严肃查处，对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引发安全稳定事件的将

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和主要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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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咨询电话： 2037308  2038548  

监督举报电话： 2039260  2027013 

附件： 1.2018年内江市主城区小升初招生工作告家长及学 

         生书   

       2.学位申请承诺书      

                                    内江市市中区教育局 

                                     2018年 5 月 11 日 

 

 

 

 

 

 

 

 

 

 

 

 

 

1 

2018     

各位家长及学生： 

    为方便广大家长和学生更好地了解今年主城区小升初招生政策，及时办理入学相关手续，现将

今年主城区小升初招生相关事宜以问答形式告之。 

    一问：主城区小升初招生原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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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坚持以市中区、东兴区和经开区（以下简称三区）为主，按照免试就近入学原则，依法保

障主城区符合条件的招生对象 100%入学。招生工作责任主体是三区政府（管委会），市教育局负

责统筹、指导和协调,三区教育行政部门具体组织实施。高新区辖区范围招生工作由东兴区负责组

织实施。 

    二问：主城区小升初招生对象有哪些？ 

    答：主城区招生对象包括：具有我区主城区户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在我区主城区学校就读且

有主城区学校正式学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主城区辖区内符合进城务工（经商）条件人员的随迁

子女或在主城区居住且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有房屋产权证明的小学应届毕业生。 

     三问：三区教育行政部门招生方式是什么？ 

    答：三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划片招生，特长招生，随机派位（即电脑摇号），统筹安排”的方

式和顺序，组织开展辖区范围内（含市直学校）主城区小升初招生工作。市直学校划片和特长招

生录取后的空余学位按比例分配到三区，由三区教育行政部门分别负责组织招生。民办学校招生

与公办学校同步进行，被民办学校招生录取的招生对象不再参加主城区其它学校的招生。 

四问：主城区小升初招生对象如何办理学位申请卡？ 

答：(一）主城区小学毕业生办理学位申请卡 

办理时间：5 月 28 日至 31 日，31 日下午 6：00 截止。办理流程：主城区小学毕业生原则上

在毕业小学申请学位，由毕业小学辖区教育局负责招生，确需自愿选择回户籍所在地申请学位的，

由户籍所在地辖区教育局负责招生，但不能两地重复申请。主城区各小学将小升初学位申请卡（白

色）和学位申请承诺书发放给本校每位有正式学籍的小学毕业生或其家长填写→学校审核无误后

签字盖章→学校统一将学位申请卡信息录入微机管理系统后，送辖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并盖章→

学位申请副卡发给申请人，主卡由区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经手人办好学位申请卡交接手续，登记

造册，签字。 

（二）进城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办理学位申请卡 

     1.5 月 21 日至 25 日，25 日下午 6：00 截止。办理流程：申请人到居住地辖区教育行政部门指

定地点提交进城务工人员相关材料→审查组当场初审材料→初审通过后，申请人领取学位申请卡

（蓝色）→申请人认真填写学位申请卡的相关内容，尤其理性填写申请就读学校→审查组复核申

请人提交材料的真实性。 

2. 5 月 29 日至 30 日，30 日下午 6：00 截止。申请人将填好的学位申请卡交回办理点→审查

组复查，通过后签字、盖章→ 学位申请副卡发给申请人，主卡由辖区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复核未

通过的，取消主城区学位申请资格→经手人办好学位申请卡交接手续，登记造册，签字。    

五问：主城区进城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办理学位申请卡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答：申请人办理学位申请卡时须出示下列材料的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1.申请人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和在公安部门登记备案的该城区《居住证》。 2.申请人及

其子女同一户籍的原籍户口簿或其他能够证明其法定监护关系的有效证明。3.申请人与申请就学

地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部门认可的劳动就业合同；或由居住地街道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灵活就

业证明；或申请就学地工商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为申请人颁发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税务部

门出具的纳税证明或免于纳税相关证明。4.申请人截止 5 月 31 日，已在本市连续依法缴纳社会保

险费满 1 年的证明，且申请入学当月处于持续缴纳状态。5.申请人在该城区居住满 6 个月的相关

证明（房管部门认可的房屋产权证明或购房合同或房屋租赁合同或水电气缴费清单等）。 6.申请

人子女原毕业小学出具的加盖学校公章的学籍号证明材料。    

    六问：自愿放弃原划片学校，需要承担什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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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招生对象原则上应该选择到原划片学校就读，如果自愿放弃了原划片学校，最后却未被选

择的学校录取，当原划片学校学位已满时，则不能回原划片学校就读，只能选择其他有空余学位

的学校就读或由辖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希望家长和招生对象理性选择，因为主城区初中学

校总体均衡，差距不大，且放弃原划片学校就必须履行承诺书的相关承诺。 

    七问：主城区哪些初中学校要招收特长生？ 

答：我市主城区具有特长生招生资格的学校有：内江一中、内江二中、内江六中、内江七中、

内江三中、东兴初中、翔龙中学等学校。是否招收特长生，由具备资格的招生学校申请，报市教

育局统筹批准后，按相关要求自行组织实施，家长可在 5 月-6 月通过招生学校网站、公示栏、电

话咨询、面询等方式了解相关事宜。 

    八问：主城区哪些学校要建立学校联盟？ 

答：按照《内江市关于建立主城区学校联盟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内府办发【2017】18 号）

文件要求，今年内江一中与内江九中、内江二中与内江七中、内江六中与内江铁中等学校在去年

联盟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学校联盟。内江二中再与内江四中建立学校联盟。联盟学校之间互派干

部和教师，相互交流，统筹安排师资，深度合作。     

九问：家长和招生对象可通过哪些方式了解和咨询招生相关事宜？ 

    答：按照以区为主的原则，家长和招生对象可通过市、区教育部门及相关学校网站，微信平台、

内江日报、招生学校及毕业小学招生咨询点、三区教育部门和学校公示栏、招生宣传资料、家长

会及电话咨询、面询等方式了解招生相关事宜。三区教育部门招生咨询电话：市中区 2037308，

2038548，东兴区 2272465，2271637 ，经开区 2402217，市教育局 2028962，2053558，2031270。   

十问：内江六中三个校区初中如何招生？ 

答：内江六中上南街校区按原划片范围招生，若有空余学位，将空余学位与兴隆校区、高新

校区的学位一并按《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厅

〔2018〕5 号）中“在教育资源相对均衡的地方,一般实行单校划片;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够均衡、择

校冲动强烈的地方,统筹考虑过去片区划分和生源分布等情况,积极稳慎推进多校划片,促进教育公

平。实行多校划片的地区小学、初中可采取随机派位方式入学，保障入学机会公平”的要求，采取

多校划片，通过特长招生、随机派位的方式进行招生。 

学生签字：                              家 长 签 字：                                 

               

                        2018 年   月   日         

注：本宣传资料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学生和家长签字后由毕业学校存档   
2         

学位申请承诺书（区教育主管部门留存） 

     本人自愿放弃原片区就读学校，并郑重承诺： 

四、本人自愿申请            学校学位。若未被申请学校录取，主

动在规定时间内持学位申请副卡回原片区学校或有空余学位学校登记。若

原片区学校学位已满，坚决遵守“不能回原片区学校就读”的规定，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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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学校登记。 

   （二）本人坚决遵守 2018年主城区小升初招生工作的相关规定，主动

维护招生秩序，提交的所有材料和相关信息内容真实有据，复印件与原件

一致，无虚假材料。若有弄虚作假行为，愿意接受“取消申请或录取资格”

的处理。 

 承诺人（学生签字）：         学生家长（或法定监护人）签字： 

.......................   骑    缝    章............................  

 

 

学位申请承诺书（承诺人留存） 

     本人自愿放弃原片区就读学校，并郑重承诺： 

   （一）本人自愿申请            学校学位。若未被申请学校录取，

主动在规定时间内持学位申请副卡回原片区学校或有空余学位学校登记。

若原片区学校学位已满，坚决遵守“不能回原片区学校就读”的规定，服

从区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学校登记。 

   （二）本人坚决遵守 2018年主城区小升初招生工作的相关规定，主动

维护招生秩序，提交的所有材料和相关信息内容真实有据，复印件与原件

一致，无虚假材料。若有弄虚作假行为，愿意接受“取消申请或录取资格”

的处理。 

 承诺人（学生签字）：         学生家长（或法定监护人）签字：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内江市市中区教育局办公室                      2018年 5月 30日印发 

                                               （共印 6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