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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直升初中

新政下，九年制、十二年制学校更吃香

□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如果所有孩子入读小学的那一天， 就确定了读

什么初中，小升初不用考试、选拔，家长不用焦虑择

校，孩子也没有升学压力，学业负担自然减少……这样

的升学方式成为现实。 近日，广州小升初新政出台，明确

了九年制和十二年制学校应首先通过直升或电脑派位方

式招收本校小学毕业生。 据 2019年广州市教研院的

统计数据，广州目前实行九年一贯制的学校有 197所

（包含公办民办）， 已占全市初中学校数量的

48.17%。 九年一贯制学校当中， 民办是“大

头”；公办的有 39所，约占两成左右。

非户籍生应利用好升学优势

4 月 10 日， 广州市教育局出

台了《广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

做好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

知》

（下称《通知》）

。《通知》中的《广

州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实

施方案》明确，九年制和十二年制学

校应首先通过直升或电脑派位方

式招收本校小学毕业生。

据悉，九年制、十二年制学校

指的是小学、 初中为同一办学许可

证或在同一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学校。

例如某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部有

500名毕业生，其中 400名自愿报读

本校初中部，而该校初中部招生计

划是 300 人，那么，这 400 名自愿

报读本校初中部的学生， 需要电

脑随机摇号录取。 学校录取完本

校小学部的学生就录满了， 也就

没有招生计划对外招生了。

专家表示，这类学校，对本校

小学部的毕业生来说， 在升学上

有不少优势，要充分利用好。 尤其

是非户籍生家长，最好先直升，确

保自己有学位。 如果实在不想直

升，也可参加民校摇号。

事实上， 除了升学一大优势

外，九年制、十二年制学校有利于对

学生进行九年、十二年一体化贯通培

养，促进学生从小学升入初中的平稳

过渡、衔接。 家长陈女士表示，孩子入

读小学的那一天，就确定了读什么初

中，小升初不用考试、选拔，不用焦虑

择校，孩子也没有升学压力，减少

了学业负担。 也有家长表示，读九

年制或者十二年制的学校或许不

用愁初中“选哪家”, 但会让家长

“头疼”的时间提前,从原来的考虑

初中学位变成小学学位。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2011 年

至 2018 年， 九年制学校从 13304

所增加到 16696 所，占据初中学校

比重从 24.58%扩大到 32.12%，以

平均每年 1 个百分点的速

度稳步增加，已成为基础教

育阶段学校的重要组成部

分。

广州有 197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2016 年出台的《广州市中小

学发展策略研究与布点规划》

（草

案 ）

提出，要提高新建学校中九年

一贯制学校的比重， 广州将多出

111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各区学生

都有机会在“家门口”就读九年一

贯制学校。规划还明确了九年一贯

制学校的设置要求，新建地区可考

虑小学、初中合并，设九年一贯制

学校， 规模应为 36 个班以上。 此

外，除城郊边远地区外，九年一贯

制学校不宜设置学生宿舍。

2019 年广州市教研院的统计数

据显示，广州目前实行九年一贯制的

学校有 197所

（包含公办民办）

，已占

全市初中学校数量的 48.17%。九年

一贯制学校当中，民办是“大头”；

公办的有 39 所，约占两成左右。

记者观察到，近年来，广州开

办了一批新学校，其中不少是集小

学、 初中于一体的九年一贯制学

校， 甚至还有十五年一贯制学校。

以 2019 年为例， 荔湾区新开广东

实验中学荔湾学校，该校是由广州

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委托百年名校

广东实验中学管理的一所九年制

义务教育新样态公办学校，分小学

部与初中部两个校区。去年小学一

年级 320 人、初一 260 名学生已入

读，计划小学规模为 36 个班、初中

30 个班。 黄埔区新增 2 所小学、初

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分别为玉山学

校和华峰学校。花都区新增 1 所九

年一贯制学校，为华南师范大学附

属花都校区， 初中部招收 4 个班、

小学部招收 6 个班。而广州老牌的

九年制学校还有广州七中实验学

校、华侨外国语学校、八一实验学

校、长堤真光书院、十六中汇泉实

验学校、 执信中学琶洲实验学校、

毓贤学校、 华师附属外国语学校、

会元学校等。另一组数据也值得注

意： 广州市目前组建的 39 个教育

集团覆盖 202 所学校 27 万学生，

其中不少都拥有小学、初中的立体

化办学结构，例如省实系、华附系、

广雅系、广州外校系等，都具备小

学和初中部。

部分热门九年制、十二年制学校

该校是由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委

托百年名校广东实验中学管理的一所九

年制义务教育新样态公办学校，首批开学

的有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两个年级。

学校以“生长”为教育理念，将延续省实原

有的科技、文艺和体育特色。 与其他公办

学校不同的是，该校所有办公、教师经费

均由区财政投入， 但教师不纳入编制管

理， 具有灵活的办学机制，“既财政兜底，

又打破了大锅饭”。 学校将对孩子阅读能

力、数学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进行 9 年的

全盘规划培养。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

该校是海珠区人民政府和广州市执信

中学合作创建的一所集小学、 初中为一体

的高标准、现代化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 学

校占地面积超3万平方米，配备了24个小学

教学班、24个初中教学班。 学校继承执信中

学“红墙绿瓦”的建筑风格，同时体现出优

质学校基础设施高端性和创新性、先进性。

学校以“培养幸福少年、儒雅公民”为育人

理念，强调学生应有少年之心智和特质，亦

应当学会承担社会公民的责任与义务。 学

校的一大亮点是宿舍。 作为公办初中少数

配备有宿舍的学校， 不论是宽敞洁净的空

间，还是有条不紊的管理，都让学生有了强

烈的归属感，给学生以家的感觉。

广州市执信中学琶洲实验学校

该校又名华侨小学，创办于 1955 年，

当年是华侨捐资修建的学校。2003 年为进

一步发挥学校外语特长，在华侨小学基础

上， 加挂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的牌子，

2004 年学校增办初中，成为广州市唯一一

所公办九年一贯制外语特色学校。 学校以

凤凰花、凤凰树为校花校树打造凤凰花文

化， 凤凰花文化建设通过表层的物质文

化、 中层的制度文化、 深层的精神文化

等不同层面展开。 阳光而进取、 奋斗与

拼搏， 就是学校凤凰花文化的精神内核。

学校的一切教育教学与管理都以凤凰花

文化为引领，来培养和塑造孩子们的美好

人格。

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

该校成立于 1993 年 9 月， 是广东省

涉外型重点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全资所有并直接管理的一所十二年一贯

制全寄宿中小学。 学校位于广州市白云

区， 现有中小学生近 6000 人、 教职工

800 余人。 外语是学校的主要办学特

色， 初中部英语教学进行国家课程校

本化实施，构建“1+X”英语课程体系，

“1”是优化整合的国家基础性课程；“X”拓

展学习新概念英语第二三册、21 世纪英文

报、英语周报、书虫系列分层阅读等内容。

除英语外，学校还开设了日语、法语、西班

牙语、德语、俄罗斯语等第二外语课程，

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 学校是国家教

育部认定的首批全国 13 所具有推荐保

送生资格的外语学校之一， 是全国外

国语学校工作研究会理事学校。 外语

教学、活动育人、生本教育、校本课程、

校园文化、国际化办学，构成学校六大突

出的办学特色。

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该校是一所现代化、国际化的民办外

国语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国际高中项

目、IEP 项目。 学校秉承“更中国、更世

界 ”的办学理念 ，以“学习者为中心 ”，

培养“秀外慧中，卓尔不群 ”的终身学

习者和世界公民为目标。 华南师范大

学组织一支具有专业权威性的教研团

队，担任学校的课程与教学顶层设计、

过程指导、质量监控及教师团队的建设

与培训。 学校执行国家课程，并融入牛津

国际课程、IE 启发潜能和 IB 国际课程体

系的理念。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该校永久性校区于2019年秋季正式投

入使用。 校区坐落于石滩镇东西大道旁，占

地面积约260亩，提供包括幼儿园至高中在

内的5000多个优质民办学位。 2019年秋季

学校学生总数约2400人、 教职工共328人。

学校设立涵盖国家标准课程、 兴趣爱好课

程、能力培养课程、品德教育课程等四大课

程体系， 培养全面发展英才。 实行小班教

学，中学部每班不超过40人，小学部每班不

超过36人。 学校贯彻“因人施教”“个性化

教育”的理念与方法，让每个孩子在自身

台阶上追求进步、享受成功、树立自信。

黄冈中学广州增城学校

该校成立于 2013 年 6 月， 是由广州

番禺锦江房地产有限公司出资兴建，由广州

市越秀区育才实验学校负责管理的一所民办

学校。 该校由广州市越秀区育才实验学校与

番禺香江集团合作办学，实行“输出品牌”与

“输出管理”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师资配备、教

育教学及行政管理和越秀区育才实验学校相

统一。 学校除了使用“育才实验”作为校名外，

还传承了越秀区育才实验学校历经 14 年发

展形成的优良教育理念与高效管理方法。

广州市番禺区香江育才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