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陈绵钦 美编/本版制图：林燕芳 校对：叶春晖

2020.3.27��星期五

A09

INFORMATION TIMES

关注义务教育招生

非穗籍生如何进入心仪初中？

广州多区积分入学政策出炉，非穗籍生入读广州初中有两大途径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丘敏华 蔡晓素

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新政公布后持续发酵，千万家长重点关注如何报名、填报志愿，以及怎样进入心

仪学校等方面的内容。 此前，信息时报教育研究院做过关于本地生升学的分析。

近期，天河、黄埔、南沙、越秀、花都等区陆续发布了关于今年积分入学的公告，引发非穗籍学生的高度关注，历

年数据显示，广州市小学六年级非穗籍学生人数约有 3万至 4 万人，约占六年级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非穗籍学

生还能进公校吗？ 小升初新政下如何才能进入更好的学校？ 应该怎么填报志愿？

第一类群体是

：政策性照顾学生。该类学生没有广州户籍，但属于被政策照顾的群体。以

2019 年为例，《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政策性照顾学生清单》中有优抚群体类，如烈士、现役军

人等的适龄子女；特殊行业类，如殡葬工人、环卫工人等的适龄子女；人才类，如高层次人才

子女等；境外群体类，如海外华侨华人、台胞子女等。 总体来说，这类学生并不多。

第二类群体是：

没有广州户籍的非政策性照顾的来穗人员随迁子女。 这是目前广州非户

籍学生中的主要群体。

第三类群体是：

既没有广州户籍也没有广州学籍，同时父母又不在广州居住和工作的外

地人士子女。 这类是典型的主要为了获得广州优质教育资源的“候鸟”群体，数量并不多。

第四类群体是：

持有港澳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居民随迁子女（或持证的适龄儿童少年）。

广州非户籍生大体可分为四类

2018 年，广州市政协公布了一项专题调

研报告，数据显示来穗人员子女中，就读公

办学校的约占五成(49.3%),这意味着过半随

迁子女都在民办学校入读。 而由于此前民校

招生范围不受限制且招生带有选拔性质，因

此不少民校特别是热门民校常会跨区招生，

而生源流动性也很强。

比如说，一些周边城区的学生也会来考

中心城区的优质民校。 而随着新政的变化，

民校原则上面向属地区招生，无寄宿条件的

民办学校不得跨区招生。 这样， 一些地处周

边城区的优秀学生就不能报读老城区无住宿

的民校了。

从学生层次来看， 一些成绩较优秀的非户

籍学生无法通过选拔进入热门民校，而成绩普通

的学生只要填报就有机会被摇中热门民校。

非穗籍学生新政下升学选择的变化

如果想入读广州的公办初

中，又不是政策性照顾学生，那

么这些来穗人员随迁子女要申

请积分入学。 积分入学指以积

分排名方式安排外来流动人员

入户、子女入读公校。除政策性

照顾学生外， 对参加积分申请

入学的来穗人员适龄子女，目

前广州只开放义务教育公办学

校一年级和七年级的申请。

记者梳理发现， 各区的积

分入学条件有所差异， 但都有

1 个必要条件， 即申请人在所

申请地区办理并持有有效的

《广东省居住证》满 1 年。 各区

其余申请条件还包括在广州市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其中一

个险种)；在所申请的地区具有

合法稳定住所； 申请人需要有

稳定的就业或创业等。当然，并

不是满足这些条件就可以申请

成功，最后还要排序、看分值比

拼。

近期，天河、越秀、海珠、黄

埔、花都、增城、南沙 7 区陆续

公布了 2020 年积分入学申请

公告。 其中，除了天河区，其他

区积分制入学分为“积分申请”

和“入学申请”两个步骤，即申

请人须先注册登录“广州市来

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信息系

统”，提交积分申请并获得核定

积分后， 才能在所在区申请办

理积分制入学。

以黄埔区 2020 年来穗人

员随迁子女积分制入学工作安

排为例，申请人要先登录“广州

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信

息系统”提出积分申请，获得核

定积分（约需要 35 个工作日出

核定积分）。 有核定积分后，再

登录系统提出积分制入学申

请，上传资料。公布积分排名结

果后，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登录

系统填报学校志愿， 等待公布

学位分配结果。

非穗籍生入读广州初中有两大途径

新政缩小了民校的招生范围，非穗

籍生的民校选择变少了。 因此，此时非

穗籍生如何选择目标学校、填报志愿显

得尤为重要。

有教育专家表示，根据新政，学生

可以填报 1 至 2 个平行志愿。 从选择来

看，志愿数量比往年少了一半，但是保

留了一定的选择余地：可以只报 1 所学

校，也可以报满 2 所。 若第 1 所没派中，

也有机会进入第 2 所民校。 需要注意的

是，平行志愿并非没有先后顺序。 假设

报考的第 1 所民校非常热门，报考人数

远超计划数，那么你被派中的可能性就

会变小。

不过由于只能报 2 个志愿，填报的

难度相应下降了。 非穗籍生可在第一志

愿选择 1 所最心仪的民校，第二志愿填

写保底民校。 当然，部分非户籍生为了

保障入学，可 2 个志愿都选择一些热度

较低的学校。

由于没有公办初中“兜底”，非穗籍

生在填报志愿前，一定要充分了解民校

的热门程度、学费、住宿、地址、师资等

方面的情况，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考虑选

择合适的学校。

记者梳理得出，民办初中电脑派位

会出现五种情况： 一是只填了 1 个志

愿，派中；二是只填了 1 个志愿，没有派

中；三是填了 2 个志愿，派中其中 1 个；

四是填了 2 个志愿，全部派中，可 2 选

1；五是填了 2 个志愿，都没有派中。

没有派中或对派中结果不满意怎

么办？ 家长需要等待 7月 20日至 21日未

招满的民办初中，开放第一次补录。 如果第

一次没有补录上，还可等在 8 月 25 日至

26 日进行的第二次民办初中补录。

如何报志愿？

非穗籍生可选热度低的民办初中以保障入学

新政提到，继续做好政策性照顾学生等

群体的入学工作，保障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

权利。 广州每年都会有关于政策性照顾群体

的类别界定，可以对照看自己是否属于这样

的类型。

这类学生可持有关证明文件向属地教

育指导中心申请入学， 经审核并公示通过

后，将按免试就近入学原则统筹安排公校学

位（含政府在民办学校购买的学位）。 例如，

广州市人才绿卡持有人随迁子女拿出监护人

的《广州市人才绿卡》，审核公示通过即可统

筹安排入读广州学校。

按照新政， 对于持有港澳居民居住证的

港澳居民随迁子女（或持证的适龄儿童少

年），由各区参照来穗人员随迁子女的实施方

式， 为其统筹安排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学

位， 或纳入来穗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制入学工

作范畴。

3�保障政策性照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权利

新政缩小了民校的招生范围，明确仅能

“面向市内外区招生”。 以往，广州的民校是

可以面向外市甚至外省招生的。

在新政下，这一类既没有广州户籍也没

有广州学籍， 同时父母又不在广州居住和工

作的外地人士子女，主要为了获得广州优质

教育资源的“候鸟”群体，则无法报读广州民

校了。

2�外地人士子女不能报读广州民校

1�来穗人员随迁子女选择面发生变化

申请积分入学有机会读公办初中

记者了解到， 今年民办初

中的流程是这样的： 区教育局

核定招生计划-家长网上报名

及填报志愿-确认需电脑派位

的民校并分发数据-直接录取

及电脑派位录取-网上确认和

现场注册-审核及补录。

根 据 新

政要求，来穗

人员随迁子

女如果要报

读广州市的

民办初中，必

须满足以下

两个条件之

一， 本人或者父母在广州办理

了《广东省居住证》或者本人具

有广州市小学学籍。

按照广州市今年初中招生

工作日程安排， 满足上述条件

的小学毕业生若想报读民办初

中， 要在 6 月 15 日至 20 日期

间登陆" 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报名系统"，按要求填写相

关信息， 完成报名信息采集工

作。 6 月 28 日至 29 日填报志

愿。 7 月 2 日为民办初中电脑

派位时间，7 月 9 日至 10 日进

行民办初中录取确认，7 月 11

日进行注册。

满足两个条件之一即可报读民办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