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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荔湾区公办小学新招一年

级新生总数达 223 个班。 除了新建成

的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

小学部

)有

6 个新生班外， 去年建成的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荔湾实验学校(

小学部

)也

增加了 2 个新生班。

今年荔湾区招生地段没有明显

变化。 除了鹤洞小学、增

滘

小学、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荔湾实验学校以及

今年新招生的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

校，其他学校招生地段与去年一致。

今年招生计划最受关注的是广东

实验中学荔湾学校正式公布招生地

段。记者了解到，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

校招生区域为观御社区、曼宁社区、融

穗社区以及观鹤二社区部分楼盘。 这

几个社区主要为广钢新城辖内区域的

楼盘。 目前， 该学校只招收小学一年

级，今年 9月开学，而且招生范围只是

暂定， 待其他地块的配套小学建成和

投入使用以后，将重新安排。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荔湾实验

学校去年开始招生，优秀的教育实力

一直受到海龙街居民关注。 记者了解

到，今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荔湾实

验学校和增

滘

小学微调了地段，其中

原增

滘

村民子女今年均可入读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荔湾实验学校，今年

增

滘

小学校本部将不再招收新生，所

有新生均入读增

滘

小学江北校区。

天河今年新开办4所公办小学

9月将开办一年级11个班

天河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昨日，

记者从天河区教育局获悉，今年天河区

公办小学计划招生334个班、13969人

（含积分入学招生计划）

，比去年招生计

划增加16个班。 其中，今年将新开办4所

公办小学———天河第一小学、奥体东小

学、志远小学、天英小学，共增加优质学

位4050个，9月将开办一年级11个班。

根据天河区对未来几年初中招生

数据的测算，部分公办中学将无法容纳

对口直升的小学毕业生， 自2026年开

始， 小学毕业生申请天河区公办初中

时，若公办初中招生计划

（或招生规模）

无法完全接收对口小学

（或对口地段）

的小学毕业生，公办初中将采用多校划

片、电脑派位的方式招生。

小学招生

对明年招生要求调整部分提前告知

今年， 天河区将新开办 4 所公办

小学分别为天河第一小学

（珠江新城

A

区配套小学）

、 奥体东小学

（华润天

合配套小学）

、 志远小学

（远洋天骄配

套小学）

、 天英小学

（天河星作配套小

学）

。 2019 年 4 所学校共招收 11 个班。

天河第一小学位于珠江新城 CBD

核心地带， 志远小学位于天河区西北

部， 天英小学和奥体东小学位于天河

区东部地区。 4 所新校开办招生将有

效缓解天河区珠江新城一带学位紧

张和东北部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稀缺

的困难。

因天河区公办小学学位已呈饱和

状态， 为稳妥做好 2020 年公办小学招

生工作， 今年对 2020 年公办小学招生

要求调整部分进行提前告知。 2020 年，

非天河户籍的穗籍适龄儿童及其父母

或法定监护人在广州市内无房产、 租

住在天河区申请入读天河区公办小学

的， 须提供审核时间在 2019 年 9 月 1

日前、 租期至少到 2022 年 8 月 31 日

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 由天河区

统筹安排公办学位。

小升初

未来初中招生可能多校划片电脑派位

今年天河区公办初中计划招生 160

个班、7596 人

（含积分入学招生计划）

，

比去年招生计划增加 6 个班。 企事业办

中小学计划招 24 个班，1040 人，比去年

增加 2 个班。

全区民办小学招生计划 261 个班、

11735 人， 民办中学招生计划 96 个班、

4800 人，全区民办中小学招生计划比去

年增加 11 个班、676 人。

根据天河区对未来几年初中招生

数据的测算， 部分公办中学将无法容

纳对口直升的小学毕业生， 因此决定

自 2026 年开始， 小学毕业生

（小学

2020

年后入学的）

申请天河区公办初

中时， 若公办初中招生计划

（或招生

规模）

无法完全接收对口小学

（或对

口地段 ）

的小学毕业生， 公办初中将

采用多校划片、 电脑派位的方式招收

符合天河区公办初中招生条件的小学

毕业生。

天河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考

虑到群众诉求， 现在提前 7 年预警，所

以政策不影响今年毕业的学生，而是从

明年入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开始有效，让

社会有一个时间去接受理解、消化和做

选择。

特色办学

天河区积极响应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开办港澳子弟班。 对持有港澳居民

居住证的港澳居民随迁子女参照本区

来穗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制入学办法，单

独申请、单独排名、单独安排学位，做好

港澳居民居住证持有人随迁子女在天

河享受义务教育的基本公共服务工作。

港澳子弟班拟设置在位于珠江新城东

部的广州市南国学校，2019 年小学一年

级和初一各招一个班。

据南国学校校长李荣荣介绍， 港澳

子弟班在开设国家课程、 地方课程的同

时， 结合港澳课程特点设置专门的课程

体系。 港澳子弟班的校本特色课程的教

学形式上，将顺应港澳地区的教育特点，

采用普通话、粤语、英语 3种语言教学。

南国学校开办港澳子弟班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继公

办幼儿园、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的招

生计划出台后，荔湾区教育局昨日下

午公布 2019 年区属初中招生工作方

案。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小升初招

生计划正式揭盅，处于荔湾南片区域

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均有机会派位至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

小升初

两所新增名校公布派位分组

今年荔湾区小升初派位最大的

变化要数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进

入派位分组。 与去年中国教科院荔湾

实验学校一样，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

校进入荔湾区南片的所有派位分组

之中，意味着荔湾南片的小学应届毕

业生均有机会被派位至这两所近两

年新增的优质初中之中。

今年荔湾区属初中新增 10 个教

学班，主要集中在南片区域。 其中，今

年新招生的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

招收 8 个班，中国教科院荔湾实验学

校新招收初一班级由去年 2 个增加

至 4 个。

此外，这两所新增名校的小学部

也对外公开了他们所属的派位分组。

方案显示，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小

学部与中国教科院荔湾实验学校小

学均独立列为一个派位分组。 其中，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小学部派位

学校为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文伟

中学、金道中学、中国教科院荔湾实

验学校。 中国教科院荔湾实验学校小

学的派位学校为：东

漖

中学、中国教

科院荔湾实验学校、广东实验中学荔

湾学校。

小学招生

省实荔湾学校招生地段确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

昨

日，白云区教育局发布《广州市白云

区 2019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计

划》。 2019 年白云区新开办培英中学

附属小学、广大附中实验小学，新增

公办义务教育学位 2430 个。

今年白云区多所中小学校招生

班数、招生地段略有调整。 其中，景泰

街的隆康社区的家长今年可以为孩

子选择入读景泰小学，也可以选择入

读广州市培英中学附属小学。

今年白云区新开办培英中学附

属小学、广大附中实验小学，新增公

办义务教育学位 2430 个。 其中培英

中学附属小学规模：18 个班； 开设小

学一年级 3 个班。 广大附中实验小学

办学规模：36 个班； 开设小学一年级

6 个班，每个班计划招收 45 名新生。

小学招生

新开两所小学，一年级招

9

个班

公民办初中招生录取时间各

有不同。 6 月 29 日， 市属公办外

国语学校初中招生录取；6 月 30

日， 区属公办外国语学校初中招

生录取。 7 月 3 日则公办初中招

生。

小升初

市属区属外国语学校提前招生录取

提高来穗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入学比例

天河区御景小学作为广州市普通

学校特教班融合教育试点学校，自2018

年起开始招收天河区户籍的中度智力

残疾适龄儿童。 开办高中低3个年段各1

个班

（每班

10

人

），采用复式教学，逐年

招生，2019年特教班招生计划为5人。

天河区将进一步提高来穗人员随

迁子女积分入学比例。 2019年，以公办

学校和政府补贴的民办学校学位解决

随迁子女入读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

级的比例将提高到65%（

比

2018

年提高

5%）。 2019年来穗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制

入学学位计划数2158个，其中公办学位

1097个。

荔湾区

白云区

中小学招生

省实荔湾学校招生受关注

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增加 2430个

租户读公办小学需提前一年租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