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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广州多区公布“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细则”。今年，

广州市公办、民办小学招生统一实行

网上报名。 其中，读公办小学的广州

市户籍适龄儿童将于5月5日启动网

上报名， 而报读民办小学的将于5月

16日开始网上报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谢子亮）

昨日，南沙区教育局正式

发布2019年《广州市南沙区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招生实施细则》《2019年广

州市南沙区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和

《2019年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

教育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招生细则，公办小学学位分

配按“人户一致”原则安排本区户籍

适龄儿童入读对口地段小学。 初中招

生面向具有南沙区户籍的应届小学

毕业生

（含外区、外市返区生）

按照区

教育局划定的招生范围对口直升学

生户籍地所属公办初中学校。

南沙区71所公办、民办小学今年

共计划招收246个新生班级，共11015

人。 南沙23所中学

（含民办）

今年计划

招收125个新生班，共6020人。

根据招生细则，对符合条件的南

沙区公办小学应届毕业生，由在读公

办小学于小学毕业考试结束后下一

周的周三统一报名。 7月3日，公办初

中学校开始并完成招生，当天将录取

结果通知学生及其家长。 7月5日至6

日，民办初中学校招生网上报名，7月

7日至14日， 民办初中学校进行招生

录取。

在幼儿园招生方面，符合条件的

小区户籍幼儿，报名时由幼儿父

（母）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按照幼儿园的要

求携带报名材料到对应幼儿园进行

现场报名。 现场报名原则在5月10日

前完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昨

日，越秀区教育局发布了《2019年越

秀区小学一年级招生简章》《2019越

秀区各小学新生登记范围》。 今年越

秀区多所小学招生地段微调，并有15

所小学的招生班数有变化。

记者对比发现，今年越秀区共有

15所小学的招生班数发生变化，其中

有8所扩招，7所减少招生。 扩招的8所

小学包括有铁一小学、 署前路小学、

华侨外国语学校等名校，而减少招生

的包括有朝天小学、旧部前小学以及

7中实验等。

与往年相比，越秀区今年小学一

年级招生地段基本一致，但也有多所

小学发生了微调。 比如小北路小学明

确了小北路52号除外，还明确只招环

市中路301-309号

（单号 ）

，而去年是

不除单双号，但同时增加了医灵直街

25号。 此外，越秀区铁一小学、文德路

小学、秉正小学、中山三路小学、八旗

二马路小学、珠光路小学、五羊小学、

真光学校

（小学部 ）

等的招生地段都

进行了微调。

广州多区昨日公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细则”

今年公办小学5月5日开始报名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

万里挑一。 ”

作为好看车型的代表，韩系范东风悦

达起亚又出杀手锏了。作为东风悦达起亚

SUV 产品矩阵的战略车型， 新一代 KX5

的到来，通过专为中国消费者打造的高品

质产品和高性价比的价格，带领东风悦达

起亚重回主流赛道。

着力“本地化”设计做中国“特供”车型

新一代 KX5 是一款为中国消费者量

身打造的产品，可谓“中国的全球特供车

型”。

“从现在开始， 东风悦达起亚推出的

每一款新车， 都是专门针对中国市场，为

满足中国消费者实际需求而定制的产

品。 ”东风悦达起亚总经理陈炳振一语道

破了东风悦达起亚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

而作为东风悦达起亚品牌全面复苏的新

起点以及 SUV 产品序列中的核心产品，

从新一代 KX5 身上， 不难一窥东风悦达

起亚“本土化”理念的精髓。

从产品层面看， 新款起亚 KX5 的外

观设计和现款相比有明显区别。 与老款

不同的是，新一代 KX5 的造型出自现代

汽车烟台研发中心，在车身尺寸上，新一

代 KX5 通过增加整车车身长度，使得整

车更加修长，符合国人对空间的追求。 大

灯组造型变得更加修长， 雾灯区域的设

计采用了四颗 LED 的光源。 总体来说新

款起亚 KX5 在外观方面变化还是明显

的。 整体风格变得更加霸气精致，偏年轻

化路线。

在细节方面，新一代 KX5 处理上更

加细致， 中控台软质材料的使用和银色

装饰条提升了档次感，显得更加精致。 新

一代 KX5 标配了胎压监测、ESP、后倒车

雷达、倒车影像、驾驶模式选择、上坡辅

助、标配高级皮质座椅、后排座椅靠背调

节、CarLife、电子手刹、自动驻车等配置，

这些配置基本上都是关乎消费者日常使

用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更将新一代 KX5

档次感再次提升。

智能配置 以质换量

面对国内消费者对“智能化”“网联

化”的新追求，新一代 KX5 主动求变。 作

为中国市场专属打造的车型，用东风悦达

起亚的话来描述新一代 KX5，“我们希望

以质换量”。

新一代 KX5 装载了与百度联合开发

的车载智能互联系统 2.0，汇聚了包括 AI

智能语音控制、远程控制、手机实时互联、

GPS 导航在内的多项实用性功能。 同时，

新一代 KX5 搭载的 DRIVE WiSE 智能

驾驶辅助系统，集成了针对长途或高速行

驶路况应用的 LKA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SCC w/S&G 带智能自适应巡航及 DAW

驾驶员疲劳提醒、 城市路况下的 FCA 前

方防撞辅助等，将驾控安全升级到智能驾

驶的新高度。

“作为东风悦达起亚的主力车型，新

一代 KX5 将先进科技和便利配置标配

化。 在传承全球车型的同时，深入洞察中

国市场刚需。 ”陈炳振直言，“在充分尊重

中国消费者用车喜好的基础上，针对中国

消费者多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让消

费者收获具备高品价比、配置比、质价比

的产品。 ”

而拥有了不俗的产品力和竞争力十

足的价格， 新一代 KX5 不仅是刺激东风

悦达起亚销量增长的强心剂，更是东风悦

达起亚开启“高质量”时代的起点。在东风

悦达起亚的计划中， 新一代 KX5 今年的

销量目标是 5 万辆，并助推全系车型实现

年销 40 万辆的目标。

动感韩系小生全新一代 K3

值得一提的是， 在产品方面，2019

年，东风悦达将在中国上市四款新车。 除

了新一代 KX5， 今年上半年还将推出全

新一代 K3 及插电混动车型，四季度推出

概念车 SP 量产车型。

作为紧凑级轿车市场不可撼动的明

星车型，东风悦达起亚 K3 自 2012 年导入

国内，便凭借突破性的外观设计以及卓越

品质， 积累了近百万用户的信赖与认可。

在上海车展首发亮相的全新一代 K3，更

是凭借更加年轻锐丽的运动外观俘获了

无数到场观众的闪光灯。

新一代 KX5助东风悦达起亚重回主流赛道

小学报名时间

2019.4.30��星期二

A11

中小学招生

报读公办小学

5

月

5

日

~10

日 ：

登录“广州市公

办小学报名系统”报名。

5

月

18

日

~20

日

： 根据网上预约

时间段到报名学校进行资料审核。

6

月

15

日：

公办小学派发录取通

知书。

6

月

22

日：

公办小学新生可办理

注册手续。

报读民办小学

5

月

16~20

日：

登录“广州市民办

小学报名系统”报名。 根据各民办小

学的预告规定到报名学校进行资料

审核。

越秀区

铁一署前路小学等8所学校扩招

南沙区

今年小学初中新招学位达17035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