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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越秀区

教育局获悉， 越秀区在印发《2019

年越秀区港澳居民居住证持有人随

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工作的实施细

则

（试行）

》

（下称《细则》）

的基础上，

从今年起试点设立全国首个公办性

质的“港澳子弟班”，将在培正中学、

朝天小学招生，招生规模均为 35 人

以内。

面向全市持有《港澳居民居

住证》的港澳籍子女

据了解， 广州市培正中学七年

级

（即初一

) 和越秀区朝天小学一

年级各开设一个“港澳子弟班”，

招生规模均为 35 人以内， 招生对

象为在广州创业或工作的 《港澳居

民居住证》 持有人的港澳籍适龄子

女。 根据积分入学计算办法， 越秀

区教育局和学校将根据申请者积分

从高到低排序， 安排义务教育阶段

培正中学和朝天小学“港澳子弟

班” 的起始年级学位， 报名办法和

积分入学计算方式详见学校微信公

众号的发布与链接。 而培正中学

“港澳子弟班” 新生报读办法将于

今日公布， 具体可留意该校微信公

众号。

越秀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 已按 《细则》 政策报名的学生

不会受到影响， 对于越秀区港澳居

民居住证持有人来说， 反而是多了

一个选择： 可以继续按照原有的实

施细则安排学位分配， 不报港澳子

弟班； 也可以再报港澳子弟班看能

不能被录取。

据了解， 目前， 每一年在越秀

区升学的港澳子弟约有 200~300

人， 在越秀区就读的港澳子弟共有

约有 2000 多名。

“港澳子弟班” 将在四方面

进行创新教学

越秀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 “港澳子弟班” 将从四大方面

开展创新实验， 包括育人融合， 创

新管理新模式； 课程融合， 兼顾粤

港澳特色； 师资融合， 探索交流任

教； 培训融合， 密切合作往来。 其

中， 在育人融合方面， 在对“港澳

子弟班” 学生进行独立编班的前提

下， 探索融合教育新模式， 在部分

课程、 综合实践、 课外活动和研学

旅行等多方面增进港澳籍学生与本

地学生的融合交流， 协助港澳籍学

生尽快适应内地教育环境， 三地学

生互帮互助， 有利于加速三地文化

融合。 “港澳子弟班” 实行双班主

任制， 选择班级管理经验丰富的教

师担任班主任， 并配备懂粤语的中

青年骨干教师担任专职导师， 及时

关注学生的学习、 生活情况。

在课程融合方面， 将由试点学

校逐步开设兼顾粤港澳特色的相关

课程， 如繁体字读写、 岭南特色课

程、 国学课程、 国际理解课程以及

STEAM 等综合科学、 综合人文课

程。 顺应香港“两文三语” 的教学

现状， 在以普通话为主要教学语言

的同时， 部分科目和活动适当使用

粤语教学， 同时重视和加强英语教

学， 聘请优秀外教辅助英语教学，

在初中阶段探索开设第二外语课

程。 探索向港澳学校输出具有越秀

特色的广府文化课程， 实现粤港澳

三地文化和课程的双向交流与融

合。 此外， 还将依托穗港澳三地培

正系列学校、 朝天小学穗港澳姊妹

学校间的交流， 探索三地互派师资

交流任教。 如互派学科骨干教师、

中青年优秀教师以客座教授的形式

短期异地跨校授课， 聘请港澳资深

教育人士或退休校长担任试点校顾

问， 协助开展课程设置、 教学评

价、 师资培训和回港升学辅导等工

作。

集团化和立体学区试点建设带

动粤港澳中小学校联盟发展， 深化

区域集团化学区化办学的内涵， 打

造各具特色的穗港澳学校联盟和对

外交流窗口学校。

朝天小学培正中学设“港澳子弟班”

对象为在广州创业或工作的港澳籍人士的港澳籍适龄子女,均招35人以内

朝天小学“港澳子弟班”一年级新生报读办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通讯员

张梅芳 ）

记者从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

河学校

（简称“省实附中”）

获悉，省实附

中今年在高中部开设英才班，今年首期

招生 30 人，面向全省招生，每学年费用

每人 9.8 万元。 报读英才班考生需在该

校官网或到现场报名， 学校将安排在 5

月底面试。 通过面试后，考生与学校达

成相关协议且中考分数达该校录取分

数线，将被录取。

据悉，英才班每学年费用包括学费

39800 元和英才课程费用 58200 元，费

用三年一贯制。 其中，费用包含校内课

程和广州市内的研学费用、 书杂费、住

宿费等；费用不包括广州市以外的研学

费用、伙食费、校服费、交通费、医疗费

等。

9.8 万元一年的费用， 英才班的学

生究竟学什么？ 据省实附中董事长莫道

明介绍， 英才班除了常规的学科课程，

还有新增课程， 例如阅读与人文素养

课、英语戏剧课、STEAM 课程、心理与

学习方法课、思辨和哲学课、学术项目

课。 英才班实行双语课程，学生将以英

语上语言课、文学写作课、历史课和戏

剧课。 英才班的学生将有个人成长方

案， 学生有个人专属的生涯规划导师、

学业指导导师、心理健康导师、体能训

练导师、生活顾问、项目学习导师，还有

家庭专属教育顾问。

除了学习知识，英才班还注重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包含建立知识体系最

常用的工具：思维导图、康奈尔笔记法、

费曼学习法、快速阅读、记忆方法等；引

导学生学会辩证地看待自己，学习认知

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 英才班通过持续

的针对性体能训练，锻造每个学生的健

康体魄；通过积极心理学、哲学课、戏剧

课、心灵探索活动等，让每个学生学会

保持内心丰盈宁静的方法。

英才班的班主任由莫道明担任，此

外，英才班组建了专家导师团队，提升

班级格局，开阔学生视野，其中有享誉

世界的郑永年教授、叶俊英博士、丁安

华总经济师、方星原博士、周国城教授、

姚明曦博士，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

副总干事、现任总干事特别顾问、德国

康斯坦茨大学经济学博士汉斯·道维勒

等名人。 据莫道明介绍，每位导师每学

年将到英才班进行不少于两次的讲座

以及学生交流会。 部分专家导师团成员

将为学生申请海外大学写推荐信。

省实附中高中部首设英才班

面向全省招生30人，每学年费用每人9.8万元

主要招收在广

州创业或工作的港

澳籍人士的港澳籍

适龄子女。

适龄子女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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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满6周岁

（即

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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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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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入学的儿

童。

申请人为该适

龄儿童的父或母一

方。申请人及其港澳

籍适龄子女均必须

持有《港澳居民居住

证》， 且申请人在广

州市内有合法稳定

住所，同时申请人或

其配偶在广州市内

有合法稳定工作。

招生对象 报读流程

1.

提交佐证材料

准备相关佐证材料的复印件， 连同打印好的报名登记

表、积分入学办法自评分表，于5月27日至28日

（周一 、周二 ）

上班时间内（上午9：00~11:30、下午15:00~17:00），报送到朝天

小学

（朝天路

81

号）

，由学校现场核对材料明细后书面发给申

请人报名回执。

2.

材料初审

由越秀区教育局、 相关部门和学校组成材料审核小组，

在6月初完成对申请人提交的报名材料和佐证材料初审。 经

初步审查符合报名条件且佐证材料齐全的将可进入资料现

场复核环节。 审查过程中如发现信息不符或佐证材料弄虚作

假的，取消报名和录取资格。

3.

资料现场复核

由学校工作人员以电话或短信的形式通知通过材料初

审的申请人。 收到通知的申请人及其子女需在指定时间内带

上相关佐证材料的原件到达学校，地点为朝天小学（朝天路

81号），时间初定为6月上旬。

3.

录取办法

由越秀区教育局和学校根据积分计算和资料审核情况

进行综合评定，最终确定录取名单。 拟录取名单和积分排名

将于6月11日起在越秀教育和朝天小学微信公众号上进行为

期3天的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6月15日由申请人到朝天小学

领取《学位分配通知书》。

届 时 ，港

澳子弟班将实

行普通话粤语

双语讲课。 图

为朝天小学一

个班在上课。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