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教规 〔⒛⒛ 〕1号

关于 印发 《哈尔滨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工作实施细则(暂 行 )》 的通知
各 区、县 (市 )教 育局

:

为促进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规范健康发展 ,根 据 《黑龙江省民
办中小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黑 教规 〔⒛⒛ 〕1号 ),结 合我市
实际,研 究制定 了 《哈 尔滨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实施 细
则 (暂 行 l,9,现 予印发 ,请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哈尔滨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实施细则
(暂 行 )
为维 护公 平公 正 的招 生工作秩序 ,促 进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规
范健康发展 ,根 据 《黑龙江省 民办中小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

结合 我市实际,制 定本实施细则。
一、坚持依 法依规招 生。以国家和省的相关政策 法规为依据
依 法依规实施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 学工作 。
二 、坚持属地审批管 理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按照 “
谁
”
审批谁管 理 的原则 ,由 所在 区、县 (市 )教 育行政部 门统一管
,

理 ,与 公 办义务教育 学校 同步招 生。
三、严格执行免试入学。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严格执行义
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 。严禁招收特长生,严 禁 以各 类考试 、竞赛 、
培训成绩或证 书证 明等作为招 生依据 。
四、合理确定招 生范围。 民办小学应招收入 学前年 满 6周 岁
(截 至入学 当年 8月 31日 前 )有 学 习能力的儿 童 ,且 须符合 区、

县 (市 )教 育行政部 门制定的户籍 (居 住证

)、

房产等相关要求。

民办初 中应招收小学应届毕业生,且 须符合 区、县 (市 )教 育行
政部门制定的户籍 (居 住 证

)、

房产等相关要求。 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应在 区、县 (市 )教 育行政部门核定的招 生范围 内招 生。九 区
所辖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以面向本 区范围 内招 生为 主 ,在 本 区符合
条件的报名 人 数小于招 生计划数时,经 本 区教育行政部 门同意
剩余计划可 以跨 区 (没 有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 区优先,下 同 )招 收
,

适龄儿童 、小学应届 毕 业生。九县 (市 )所 辖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不得招收非本县 (市 )生 源。
五、科学确定招 生计划。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要根据办学标准 、
核准登记 的办学层次 、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 ,提 出当年学校招 生
计划。区、县 (市 )教 育行政部 门要依据 区域 内生源数量 、学校
布局 、优质均衡指标要求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规模 ,并 向社会公布 。学校招 生计划一经核定下达后不 得随
意调整 ,未 经 区、县 (市 )教 育行政部 门批准的招生计划无效

,

严 禁无 计划 、超 计划招 生 ,严 禁擅 自招 收 已被其他 学校录 取 的
学 生 ,违 规招收的学 生将不予办理学籍 。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
纳入优质均衡 区、县 (市 )建 设指标 ,严 禁超标准班额 ,对 现有
”
“
大校额 学校要严格控制并逐年 削减招 生计划 ,确 保在本 区、
县 (市 )达 到优质均衡 时限内实现不超标准校额 ,不 得 出现新的
”
“
大校额 学校 。
六 、及时公布招 生信 息。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简章要报所
在 区、县 (市 )教 育行政部 门审核各案 ,并 向社会公布 。招 生简
章应包含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办学基本条件 、收费标准 、招 生
计划数 、住宿情况 、公 开承诺 、招 生咨询 电话 等内容 。严 禁 以高
额物质奖励 、虚假 宣传 等不 正 当手 段招揽 生源 。
七 、严禁提前纽织招生。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 时间由所在
区、县 (市 )教 育行政部门统一规定并向社会发布 ,严 禁 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 以任何名义 、任何形 式提前组织报名 、开展招 生。严
禁将小学未毕业学生或无小学学籍的学生招收到初 中学校就读 。
“
八 、优化报名 录取手段 。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通过 黑龙
”
江省民办中小学校招 生服务平台 (条 件成熟时,与 公 办学校统一
”
“
使用 哈尔滨市义务教育招 生入 学服务系统 )实 现信 J息 发布 、政

策解读 、 网上 报名 、填报志愿 、随机录取 、一键分班 、公 开公示
等功能,并 全程接受社会监督 。
九 、严格规 范招 生方式。 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严格执行免试入
学政策。对报名 人数超过招 生计划的学校 ,实 行 电脑随机录取

,

随机录取 比例为 当年招 生计划的 1000/0。 报名人 数未超过 当年招 生
计划的,直 接录取 。跨 区报名人数超过剩余计划数的,按 剩余计
划数 1000/0电 脑随机录取 。跨 区报名 人数未超过剩余计划数的,直
接录取 。九年一贯制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小学部毕业生可以根据学
生意愿直升本校初 中部 ,直 升学生不列入随机录取范围,拟 直升
学生数大于初 中部招 生计划数的,也 须采取随机录取方式确定直
升名额 (设 有幼儿园部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现 有在园幼儿可 以
根据入 园约定和幼儿意愿采取直升方式入本校小学部 ,具 体办法
同小学直{升 初 中办法。 自本细则发布 之 日起 ,新 入 园的幼儿 不再
允许直升
(市

)。

高校举办的义务教育 阶段附属学校 ,纳 入所在 区、县

)教 育行政部 门统一管理 ,高 校教 职工子女可采取直升方式

入学 ,附 属学校仍有 空余学位的应采取 电脑随机录取方式在招生
范围内公 开招 生。高层次人才 、现役军人 、烈士及其他符合条件
的优抚对象子女选择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享 受与公 办义务教育
学校同等入 学政策 。
十 、严 密制定招 生流程 。公 办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实行 同步招
生,义 务教育 阶段适龄学 生只可选择公 办或 民办其 中一种入 学方
式,不 可兼报 。适龄儿 童 、小学应届 毕 业生一经报名 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 ,即 视为放弃公 办小学学 区或公 办初 中对 口资格 °报名 民
“
办义务教育 学校的,每 名学生只能选报 1所 。通过 黑龙江省民
”
办中小学校招生服务平 台 按报名 志愿随机确 定录取顺序号 ,在

规定 时间内录满 (完 )为 止。电脑随机录取 由所在 区、县 (市

)

教育行政 部 门统一组织实施 ,在 有关部 门及相关人 员共同监督下
进行 。未被相应学校录取的学生由所在 区、县 (市 )教 育行政部
门 (以 报名 时提交的户籍或房产信息为依据 )统 筹安排入学。
十一 、严肃招生工作纪律 。招生结果经公示后统 一办理 学籍

,

严禁擅 自更 改录取结果 。严禁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采取 电脑随机录
取 以外方 式招生。严禁 出现人籍分离 、空挂学籍 、学籍造假等现
象 ,不 得为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 。
十二 、追究违规招 生贵任 。对存在违规招 生行为的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 ,所 在 区、县 (市 )教 育行政部门应通报批评并责令其
限期整改 ,情 节严 重的 ,酌 情核减该校 当年或 下一年度 的招 生计
划 ,直 至停止招 生。对所辖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工作 监管不力
并造成 恶劣影响的,将 追究所在 区、县 (市 )教 育行政部 门责任 。
本 细则 由哈尔滨市教育局 负责解释 ,自 发布 之 日起实施 。

哈尔滨市教育局办公 室

⒛⒛ 年 5月 22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