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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市教育局宣

日前，东莞市教育局印发了《东莞市

2019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

学校招生工作意见》

（ 以下简称 《 中招工

作意见》）

， 对今年中考招生工作进行部

署。记者了解到，今年东莞市普通高中计

划招收 2.7 万人，中职学校计划招收 2.5

万人。 另外，从今年开始，东莞实行英语

听说考试，时间为 5 月上旬。

英语笔试时间缩短

15

分钟

市教育局表示， 考虑到去年出台的

东莞市中考改革措施都是自 2018 年秋

季入学的初一学生开始实施，因此 2019

年的中考工作意见相对平稳， 只做了个

别调整。

据悉，自 2019 年开始，东莞市实行

英语听说考试，时间为 5月上旬。 省考试

院命题的英语科试卷中的听力测试题，考生

不需作答。 除听力测试题外的题目，考生如

常作答，英语笔试考试时间由 100分钟缩减

至 85分钟。 考生英语学科的成绩为听说成

绩与笔试成绩相加，满分为 120 分。

另外，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

（ 粤

教考【

2018

】

12

号）

文件要求，从 2018 年

秋季入学的 7 年级新生开始

（ 即到

2021

年初中毕业时）

，取消回户籍所在地参加

学业考试的非本市户籍初三学生的毕业

考试。因此，具有东莞市初中学籍的初中

应届毕业生必须在东莞市参加学业考

试， 方可在东莞市取得九年义务教育证

书并在东莞升学。

中职学校计划招收

2.5

万人

根据《中招工作意见》，今年东莞市

普通高中计划招收 2.7 万人， 中职学校

计划招收 2.5 万人（包括省中专、技工学

校和接收粤东西北地区初中毕业生生

源），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录取

比例约为 5：5。

数据显示： 东莞中学招生计划为

864 人； 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招生计划

为 576 人； 东莞市第一中学招生计划为

960 人； 东莞实验中学招生计划为 960

人；东莞高级中学招生计划为 874 人；东

莞外国语学校招生计划为 32 人；东华高

级中学招生计划为 2420 人，其中公费生

招生计划为 440 人； 光明中学招生计划

为 800 人， 其中公费生招生计划为 120

人；翰林实验学校招生计划为 770 人，其

中公费生招生计划为 80 人；光正实验学

校招生计划为 1650 人，其中公费生招生

计划为 120 人； 北师大东莞石竹附属学

校招生计划为 680 人， 其中公费生招生

计划为 80 人。

4 月上旬，进行网上报名；

4 月下旬，举行体育与健康考试；

5 月举行英语口语考试、回原籍升学的非莞户籍毕业生毕业考试、特长生统一资格考试和信息技术会考；

5 月下旬，填报中考志愿；

6 月 20-22 日，举行学业考试；

6 月下旬，举行答题卡扫描、评卷及公布成绩；

7 月，进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

近日， 东莞市中招办印发通知，

明确今年东莞市的中考体育考试将

在 4 月 20 日至 4 月 28 日举行。 全市

共设有市电子科技学校、市电子商贸

学校、市信息技术学校、市第六高级

中学、石龙中学、万江中学、市纺织服

装学校、麻涌中学 8 个考点。

2019 年东莞市初中毕业生升学

体育内容包括学生初中阶段三个学年

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及

现场考试两方面。 现场考试分为必考项

目和选考项目。必考项目为男生 1000米

跑、女生 800米跑。 选考项目为 6项，由

考生本人选考其中一项。 考生在中考报

名时，在中考管理系统中选择一项，选定

项目后原则上不能再修改。

体育考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由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成绩和

现场考试成绩两部分合成，其中《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占 5%，现场

考试成绩占 95%。 合成后的体育考试

成绩按 60%折算后计入学业考试成

绩总分。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市教育局宣

3 月 11 日， 东莞市教育局在东莞教

育网公开征求对《关于 2019 年东莞市异

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制入学工作的

补充通知

（ 代拟稿）》（ 征求意见稿）

的意

见建议。市教育局表示，本次公开征求意

见的文本拟将进一步降低申请门槛，积

分项目也暂不调整。 本次公开征求意见

时间截止至 3 月 22 日。

积分项目拟暂不调整

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这是东

莞 2019 年积分入学政策第二次公开征

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吸纳了 1 月份

征求意见过程中公众反映比较集中的一

些意见建议，结合东莞市机构改革部分部门

职能调整以及随迁子女积分制入学工作实

际，对 2019年积分入学政策做了调整。

在 1 月中旬的征求意见文本中，曾

计划对积分项目进行调整。 但在征求意

见阶段，较多市民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比

较集中地反映， 今年积分入学工作时间

已近， 很多家庭已经按照原政策做好小

孩入学规划， 根据积分项目和各项目的

材料要求做好了相关准备， 临时调整积

分项目将迫使他们重新准备， 打乱小孩

的入学规划， 带来诸多不便， 希望 2019

年作为过渡期继续按原积分项目执行，

待政策到期后，2020 年再全面修订完善。

对这些意见和建议， 市教育局高度

重视，会同部分市直部门、镇街和专家团

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讨论， 经过综合

权衡，采纳有关意见，初步计划 2019 年

积分入学暂不调整积分项目、 各项目分

值，均维持 2018 年政策规定。

购买社保计划不再作为必备条件

记者获悉，2018 年及以往年度的积

分入学政策均规定，申请积分入学，积分

方

（ 即家长）

须持东莞市有效《广东省居

住证》 以及在东莞市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费。 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文本对此做了

较大调整，2019 年申请积分入学的门槛

条件计划调整为：积分方（即家长）须持

东莞市有效《广东省居住证》或在本市依

法办理居住登记。也就是说，购买社保计

划不再作为必备条件， 对居住证的要求

也放宽为可以二选一。

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计划做

出这一调整， 主要是为了扩大积分入学

政策的受惠面，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根

据市政府工作部署，2019 年将向随迁子

女提供学位 16 万个， 比上年进一步扩

大。为用好用足这些学位，今年计划降低

申请积分入学的门槛条件， 更好地发挥

积分入学政策的社会效益。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今年东莞中考4月上旬网上报名

普通高中计划招收2.7万人，中职学校计划招收2.5万人

新闻链接

今年中考体育考试

4

月

20

日开考

今年东莞中考主要工作日程安排

东莞“圆梦计划”

骨干交流营举行

3 月 9 日，由东莞团市委、

市圆梦办主办，东莞理工学院

承办的 2019 年东莞市新生代

产业工人“圆梦计划”学员骨

干交流营在东莞理工学院松

山湖校区举行。 东莞团市委党

支部专职副书记、“两新”团工

委负责人熊赟，东莞理工学院

校团委书记黄金和、团委副书

记劳丹等人以及近 200 名“圆

梦计划”学员骨干参加了开营

仪式。

当日，主办方为“圆梦计

划”学员骨干赠送了书籍。 在

两天时间里，交流营还为学员

们开展了专题讲座、参观校史

馆、体育交流、文艺联系、分组

交流等方面的活动。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张衬君

广科优秀学

生有机会到澳门

城市大学读研

日前，澳门城市大学教务

长李树英教授一行到广东科

技学院参观访问，双方举行了

合作签约仪式。 澳门城市大学

教务长李树英与广东科技学

院常务副校长周二勇分别代

表两校现场签署了《广东科技

学院与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备

忘录》

（ 下 简 称 《 合 作 备 忘

录》

）。 今后，广东科技学院可

推荐优秀本科应届毕业生作

为“推免生”

（ 被推荐学生免笔

试，直接参加由澳门城市大学

组织的面试）

， 有机会进入澳

门城市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此次《合作备忘录》的签

署，开启了广东科技学院与澳

门城市大学交流合作的新篇

章，今后两校将逐步开展包括

硕士推免生项目在内的多元

化、多层次交流与合作。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毕会东

签约仪式现场。

东莞2019积分入学重新征求意见

拟降低申请门槛，暂不调整积分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