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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开发区 2020 年公办学校初中一年级秋季 
招生通告 

 
根据《中山市教育局关于印发中山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

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教〔2014〕10 号)、《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关

于印发<中山市2020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指导意见>的通

知》(中教体通〔2020〕54 号)等文件精神，我区 2020 年公办初中

一年级以“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为目标,按照网上登记、

学校划片、统筹安排等办法开展秋季招生工作。现将相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招生对象 

火炬开发区公办初中一年级秋季招生对象为2020年小学应届

毕业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学生： 

（一）户籍生。学生本人是火炬开发区户籍。 

（二）政策生。根据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招生文件精神，符

合火炬开发区政策就读条件的学生（详见附件 1）。 

（三）积分生。在火炬开发区申请积分入学并获得火炬开发区

公办初中一年级学位的学生（具体以流管办通知为准）。 

二、招生计划 

火炬区 2020 年秋季公办初中一年级计划招生 35 个班（含政

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 4个班）。 

三、入学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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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火炬开发区公办初中一年级招生条件且有需求入读开发

区公办初中的小学应届毕业生，须进行申请登记、现场验证、入

学注册等手续。具体如下： 

（一）中山市新生信息登记 

家长须在 2020 年 5 月 25 日 9 时至 6 月 3 日 24 时,登录“中

山市新生信息登记系统”（网址：http://www.zsedu.net），进行

初中一年级新生信息登记，登记时应对照自身条件选报学生类别

和镇区，按要求上传资料。 

（二）开发区公办学位申请登记 

家长须登录“开发区公办学位申请登记系统”(网址：

http://www.zshjjy.com），进行学位申请登记（登记时需上传的

材料必须是原件拍照或扫描上传）。具体如下： 

1.申请登记对象：户籍生、政策生、积分生（每位学生只能

以一种身份类别进行申请）。 

2.申请登记时间：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6月 3日。 

（三）现场验证 

1.验证时间 

（1）户籍生：6月 6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30-5:00）。 

（2）政策生：6月 7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30-5:00）。

（3）积分生：不需要现场验证。 

2.验证地点 

（1）户籍生、政策生：按系统短信通知要求到指定学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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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验证（也可以通过开发区公办学位申请登记系统的“查询”

功能查询现场验证学校）。 

（2）积分生：由招生办公室通过开发区公办学位申请登记系

统与流管办提供的入学申请信息进行数据比对和审核。 

3.资料要求：家长携带开发区公办学位申请登记系统中上传

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验证学校进行验证。 

4.注意事项：由于受疫情影响，若验证方式及时间发生变化

将另行通知。 

（四）学校分配 

全部类别学生现场验证（积分生网上比对审核）通过后，将

通过系统短信通知分配结果。 

1.片区划分 

综合考虑学校学位情况、地域分布和历史原因等情况进行片

区划分，具体如下。 

第一中学（电话：89933652）：开发区第一小学、开发区第二

小学、开发区第五小学、开发区第六小学、开发区中心小学、香

晖园小学、育英学校、卓雅外国语学校和纪中三鑫凯茵学校毕业

的火炬开发区户籍应届毕业生以及大岭、宫花、窈窕村股民或股

民子女。 

第二中学（电话：85337518）：开发区第三小学、开发区第四

小学、博文学校和新苗学校毕业的火炬开发区户籍应届毕业生。 

开发区以外小学（含区内非片区小学）毕业的户籍生（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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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或股民子女）、新入户开发区的户籍生可按照现有户籍（房产地）

所在片区对应的小学作为毕业学校申请入学。 

2.学校分配 

当学位能满足符合公办初中招生条件的全体学生入学需求时，

原则上户籍生、政策生、积分生均按片区划分分配对应学校；当

学位不能满足符合公办初中招生条件的全体学生入学需求，需进

行学位调整时，则按以下顺序分配学位：首先安排户籍生，按取

得开发区户籍时间的先后进行统筹安排；然后安排政策生，根据

家长房产（户籍）地等进行统筹安排；最后安排积分生，根据家

长房产地、居住地、积分分值等（以流管办提供的信息为依据）进

行统筹安排。 

由于公办学位不足，今年通过政府购买学位方式，统筹安排

部分积分生入读中山市卓雅外国语学校。积分生在开发区公办学

位申请系统进行学位申请登记时自愿报读。当自愿报读的人数超

过购买的民办学校学位数时，按积分从高到低顺序统筹安排。当

自愿报读的人数少于购买的民办学校学位数时，自愿报读的如数

录取，剩余学位按积分从低到高顺序统筹安排。若家长不服从统筹

安排，则视为自动放弃公办学位。 

（五）入学注册 

学校分配结束后，学生须凭系统短信通知在规定的时间内到

分配学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 

（六）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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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发现提交的信息（材料）虚假，将取消申请资格并报相

关部门处理。 

2.区招生办公室将主要通过火炬教育信息网、开发区公办学

位申请登记系统发布相关招生信息，请家长准确填写手机号码、

确保手机畅通，并按系统发布的信息提示办理相关手续。 

3.凡是符合开发区公办初中招生条件，且有需求入读开发区

公办初中的，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申请登记、现场验证及办理

入学注册手续，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公办学位。如确因特殊情况无

法按时进行现场验证或办理入学注册手续的，需提前到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大楼 230 室办理相关手续，否则学位将不予保留。 

4.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办学位分配不接受择校申请。 

四、其他事项 

1.因特殊原因未能按时进行网上申请登记的学生，请于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8月 24 日登录“中山市新生信息登记系统”以及“开

发区公办学位申请登记系统”进行学位申请登记，网上初审通过

后，按系统短信通知要求到指定地点进行资料验证，区招生办公

室将根据学位情况进行统筹安排。对于错过补录时间的学生, 不

再受理入读公办学校申请手续。 

2.参加市直属初中电脑派位。严格执行市教体局关于 2020 年

中山市小学应届毕业生升市直属初中电脑派位的有关文件，保证

我区符合派位条件的小学应届毕业生顺利参加市直属初中电脑派

位。具体工作安排，以市教体局相关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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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符合火炬开发区公办初中一年级招生条件，被市直属学校

或民办学校电脑随机摇号录取且已登录“中山市新生信息登记系

统”确认的，不再安排火炬开发区公办学位。 

4.没有取得公办学位的 2020 年小学应届毕业生，家长可按照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通告指引报读。本区民办初中有：①中山

卓雅外国语学校（科技新城内，电话：88587111）；②广东博文

学校（博爱路，宫花村对面，电话：85313263）；③纪中雅居乐

凯茵学校（凯茵新城内，电话：88337373）。 

五、咨询监督 

为加强对招生工作的咨询、监督，区招生办公室设立服务点：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大楼 230 室；咨询： 89873809、89893889，监

督：85597162。  

 

附件 1：火炬开发区 2020 年政策就读生分类表 

 

 

                            火炬开发区招生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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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火炬开发区 2020 年政策就读生分类表 

类别 政策就读对象 证明材料 

1 
符合公政治[2018]27 号优待对象的公安

民警适龄子女 
①教育部下发的优待对象名单 

2 
符合政干[2013]138 号规定的现役军人

（含武警、海警等）适龄子女 
①中山市军分区公函；②省教育厅下发的优待对象名单 

3 
符合应急[2019]37 号优待对象的消防应

急救援人员适龄子女 
①中山市消防救援支队公函 

4 
符合中教体通〔2020〕9 号优待对象的人

员适龄子女 
①市卫健局公函 

5 
开发区户籍人员子女（含开发区股民或开

发区股民子女） 

①家长的开发区户口簿（首页及本人页）；②学生出生证（或司法部门、

政府部门出具的关系证明） 

6 
跨镇区借读的中山户籍人员子女（子女的

户籍也必须是中山市） 

①家长及学生的中山市户口簿（首页及本人页）；②家长持有开发区满一

年的房产证（居住用）等有效居住证明；③家长近 1年以上在开发区的

工作证明（或开发区：社保证明、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三项中的

一项）；④学生出生证 

7 
符合中教〔2011〕11 号条件的紧缺适用

人才适龄子女 

①中山市人社局紧缺适用人才证明；②工作单位证明；③家长的开发区

房产证；④学生出生证 

8 
符合粤府[2018]96 号规定的人才适龄子

女 

①《广东省人才优粤卡》；②家长的开发区工作单位证明；③家长的开发

区房产证；④学生出生证 

9 
符合中府〔2019〕118 号规定的总部企业

人才适龄子女 

①中山市总部办公函；②家长在开发区的工作或居住证明；③学生出生

证 

10 
符合中府办〔2015〕46 号规定的人员适

龄子女 

①中山市科技局高新技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证明；②家长在开发区的工

作或居住证明；③学生出生证 

11 
符合中教体通[2019]68 号规定的台湾居

民适龄子女 

①法定监护人有效的台胞证（或居住证）； 

②台湾学生有效的台胞证（或居住证）； 

③法定监护人和台湾学生的户籍虅本； 

④法定监护人在开发区的房产证；如果没有房产的，提供法定监护人在

开发区的参保证明（或在开发区就业的工作证明）和合法的房屋租赁合

同； 

⑤授权委托书 

12 
符合中教体通〔2019〕80 号规定的港澳

居民适龄子女 

①法定监护人有效港澳身份证（或来往内地通行证）；②子女有效的港澳

身份证（或来往内地通行证）；③法定监护人开发区房产证；④学生出生

证；⑤法定监护人在开发区的参保证明或工作证明；⑥授权委托书 

13 
符合粤侨办〔2009〕55 号规定的华侨适

龄子女 

①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报名学生父母具备华侨身份的证明，以及相

应的亲子关系证明（或报名学生出生证）； 

②中山市公证部门出具的，开发区常住户籍居民承担华侨子女在开发区

就读期间监护义务的监护公证(在开发区工作的华侨，提供单位工作证明

或社保证明)； 

③监护人的开发区户口簿和与监护人户籍一致的房产证(在开发区工作

的华侨，提供单位工作证明或社保证明)； 



 

 
 

8

④报名学生半年内在中山市（或镇区）医院的体检证明； 

14 
持有中山市百佳外来工证书（最近三年

内）的人员适龄子女 

①中山市百佳外来工证书（最近三年内）；②家长的开发区房产证或参保

证明；③学生出生证 

15 荣誉市民适龄子女 
①中山市荣誉市民证书；②家长的开发区房产证、居住证或工作证明；

③学生出生证 

16 
符合《火炬区紧缺适用人才子女就学实施

办法》的人员适龄子女 

①火炬区紧缺适用人才子女就学申请表（须经区组织人事办公室审核）；

②家长持有的紧缺适用人才证明；③家长在开发区的房产证明（第一层

次至第八层次人才可不提供）；④家长在开发区满 1 年的工作证明和居

住证明（第一层次至第六层次人才可不满 1年）⑤学生出生证 

17 
符合《火炬区重点企业高管高技人员子女

入学办法》的人员适龄子女 

①区经科局公函；②家长的开发区住房证明；③家长的开发区工作证明；

④学生出生证 

备注： 
1.表格中的“所需材料”是指市区有关部门开具的具备政策就读的证明材料，此项材料由我区对应部门进行审核； 

2.每一类别对应的“所需材料”必须齐全，缺一不可，“资料验证”与“报到注册”时须提供材料原件，若发现

材料虚假，将取消申请资格并报有关部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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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开发区 2020 年公办学校小学一年级秋季 
招生通告 

 

根据《中山市教育局关于印发中山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

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教〔2014〕10 号)、《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关

于印发<中山市2020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指导意见>的通

知》(中教体通〔2020〕54 号)等文件精神，我区 2020 年公办小学

一年级以“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为目标，按照网上登

记、学校划片、统筹安排等办法开展秋季招生工作。现将相关事

项通告如下： 

一、招生对象 

火炬开发区公办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为符合义务教育法规定

“年满六周岁”（即 2014 年 8 月 31 日及此日前出生）未曾入读小

学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适龄儿童： 

（一）户籍生。学生本人是火炬开发区户籍。 

（二）政策生。根据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招生文件精神，符

合火炬开发区政策就读条件的学生（详见附件 1）。 

（三）积分生。在火炬开发区申请积分入学并获得火炬开

发区公办小学一年级学位的学生（具体以流管办通知为准）。 

二、招生计划 

火炬区 2020 年秋季公办小学一年级计划招生 60 个班（含

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 2 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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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学办理 

符合火炬开发区公办小学一年级招生条件且有需求入读开发

区公办小学的适龄儿童，须进行申请登记、现场验证、入学注册

等手续。具体如下： 

（一）中山市新生信息登记 

家长须在 2020 年 5 月 22 日 9 时至 6月 3日 24 时，登录“中

山市新生信息登记系统”（网址：http://www.zsedu.net），进行

小学一年级新生信息登记，登记时应对照自身条件选报学生类别

和镇区，按要求上传资料。 

（二）开发区公办学位申请登记 

家长须登录“开发区公办学位申请登记系统”(网址：

http://www.zshjjy.com），进行学位申请登记（登记时需上传的

材料必须是原件拍照或扫描上传）。具体如下： 

1.申请登记对象：户籍生、政策生、积分生（每位学生只能

以一种身份类别进行申请）。 

2.申请登记时间：2020 年 5 月 22 日至 6月 3日。 

（三）现场验证 

1.验证时间  

（1）户籍生：6月 6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30-5:00）。 

（2）政策生：6月 7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30-5:00）。

（3）积分生：不需要现场验证。 

2.验证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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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户籍生、政策生：按系统短信通知到指定学校进行现场

验证（也可以通过开发区公办学位申请登记系统的“查询”功能查询

现场验证学校）。 

（2）积分生：由招生办公室通过开发区公办学位申请登记系统

与流管办提供的入学申请信息进行数据比对和审核。 

3.资料要求：家长携带“开发区公办学位申请登记系统”中上

传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验证地点进行验证。 

4.注意事项：由于受疫情影响，若验证方式及时间发生变化

将另行通知。 

（四）学校分配 

全部类别学生现场验证（积分生网上数据比对审核）通过后，

将通过系统短信通知分配结果。 

1.片区划分 

综合考虑学校学位情况、地域分布和历史原因等情况进行招

生片区划分。火炬开发区户籍适龄儿童可根据户口所在地或家长

房产所在地（以房产证或备案表为依据）对应的片区学校进行入

学申请。具体如下： 

第一小学（电话：85316161）：张家边一至五村股民或股民子

女；银花楼、菊花楼、建华楼、建设楼、建新楼、港城花园、逸

翠花园（逸翠华庭）、至尊豪苑、嘉悦苑、东骏豪庭、明珠苑、康

乐小区、鸿运楼、金汇广场（金汇豪庭）、荷花楼、甘汇品居、水

利大楼、梅花楼、兰花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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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小学（电话：88286803）：西桠村、窈窕村、东兴楼、联

兴楼、国祥花园、豪园小区、逸港花园、南祥苑、隆港丽轩、铂

爵山花园、新地雅庭、兴华楼、金怡大厦、南祥路、华盈阁、永

富阁、华悦楼、乐富楼、东昌楼、老涤纶厂宿舍、万土集体户、

富港园、乐华楼、殷华阁。 

第三小学（电话：85593022）：濠头村、濠四村、园山村、上

陂头村、下陂头村、尚城、丽港城、东庭豪园、豪东小区、濠头

商住楼、御豪花园、峰景花园、恒景楼、锦湖楼、濠雅苑、顺峰

花园、锦洪楼、何志强商住楼、濠苑别墅、濠景小区、银苑小区、

光裕大厦、荣华居、悦华居、新俊大厦、建委宿舍、贝迪豪庭、

水木年华、君悦豪园。 

第四小学（电话：88283780）：五星村、陵岗村、宫花村、大

岭村、翠名居、和泰家园、宝盛阳光花园、聚豪庭、颐景苑、天

紫雅庭、颐景新城、盛华园、盈翠花园、盛桃苑、金华花园、岭

汇名轩、合生帝景苑、五星美居苑、嘉明电力生活区、建大花园

（领秀城）、东方名都、德宝怡高。 

第五小学（电话：85596201）：小隐村、义学村、海傍村、黎

村、二洲村、灰炉村、东利村、珊洲村、天紫兴业园、钱隆华府

（臻华花园）。 

第六小学（电话：85595350）：沙边村、泗门村、桃源明居、

幸福码头、龙城花园、中铭新达城、高科技工业园区、科技东路

38 号、火炬大道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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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小学（电话：28139162）：群英华庭、汇雅花园、逸骏华

庭、润和花园、水秀花园、人才楼、兴港花园、港裕轩、怡景花

园、安居花园、嘉和苑、新港花园、康丽花园、华景花园、丰泽

别墅区、江南花园、广裕花园、裕龙花园、誉港湾、名俊园、新

鸿俊园、汇美豪庭、嘉汇园、中航花园（港航华庭）、康乐大道 31

号、万科金色梦想、美的悦府、碧桂园盛世名门、碧欣花园、泰

瑞居、边检站宿舍、康乐大道 8号、祥怡居。 

香晖园小学（电话：88293163）：香晖园、香晖晴园、碧雅居、

健康花城、星耀广场、旭日翠澜园。 

博凯小学（电话：88280565）：神涌村、保利林语、聚豪园、

凯茵新城、凯茵又一城、实地璟湖城（百合家园）、柏悦湾花园、

雅景花园、远洋新天地、金色年华，其中神涌村股民或股民子女

可申请到第二小学就读。 

第八小学（君华小学）：大环村、江尾头村、君华新城、泮溪

花园、名嘉花园、江湾苑、金海岸花园、天紫华庭、吉利路 6号、

澜溪泮岛，其中大环村、江尾头村股民或股民子女可申请到第二

小学就读。 

中山纪念小学（翠亨新区）：翠亨新区起步区、茂生村、马安

村，其中茂生村、马安村股民或股民子女可申请到第五小学就读。 

2.学位分配 

当学位能满足符合公办小学招生条件的全体适龄儿童入学需

求时，原则上户籍生、政策生、积分生均按片区划分分配对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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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当学位不能满足符合公办小学招生条件的全体适龄儿童入学

需求，需进行学位调整时，则按以下顺序分配学位：首先安排户

籍生，按取得开发区户籍时间的先后进行统筹安排；然后安排政

策生，根据家长房产（户籍）地等进行统筹安排；最后安排积分

生，根据家长房产地、居住地、积分分值等（以流管办提供的信息

为依据）进行统筹安排。 

由于公办学位不足，今年通过政府购买学位方式，统筹安排

部分积分生入读中山市卓雅外国语学校。积分生在开发区公办学

位申请系统进行学位申请登记时自愿报读。当自愿报读的人数超

过购买的民办学校学位数时，按积分从高到低顺序统筹安排。当

自愿报读的人数少于购买的民办学校学位数时，自愿报读的如数

录取，剩余学位按积分从低到高顺序统筹安排。若家长不服从统筹

安排，则视为自动放弃公办学位。 

（五）入学注册 

学校分配结束后，学生须凭系统短信通知在规定的时间内到

分配学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 

（六）注意事项 

1.若发现提交的信息（材料）虚假，将取消申请资格并报相

关部门处理。 

2.区招生办公室将主要通过火炬教育信息网、开发区公办学位

申请登记系统发布相关招生信息，请家长准确填写手机号码、确

保手机畅通，并按系统发布的信息提示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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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凡是符合开发区公办小学招生条件，且有需求入读开发区

公办小学的适龄儿童，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申请登记、现

场验证及办理入学注册手续，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公办学位。确因

特殊情况无法按时到现场进行验证或办理入学注册手续的适龄儿

童，须提前到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大楼 230 室办理相关手续，否则

学位将不予保留。 

4.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办学位分配不接受择校申请。 

四、其他事项 

1.因特殊原因未能按时进行网上申请登记的适龄儿童，请于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8月 24 日登录“中山市新生信息登记系统”以

及“开发区公办学位申请登记系统”进行学位申请登记，网上初

审通过后，按系统短信通知要求到指定地点进行资料验证，区招

生办公室将根据学校学位情况进行统筹安排。对于错过补录时间

的适龄儿童，不再受理入读公办学校申请手续。 

2.没有网上预报名登记的适龄儿童无法办理注册手续，请家

长务必按时完成网上登记。 

3.2014 年 8 月 31 日后出生的儿童不符合入学年龄，无法完成

入学登记，家长要尽早联系幼儿园入读。 

4.年满 6 周岁的火炬开发区户籍适龄儿童因身体状况确需延

缓入学的，由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于 5月 22 日至 6月 3日（上

班时间）到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大楼 230 室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广

东省中小学生延缓入学申请表》（见附件 2），审核通过后，今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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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入学。其他非火炬开发区户籍适龄儿童延缓入学需回户籍所

在地申请。 

5.没有取得公办学位的适龄儿童，家长可按照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招生通告指引报读。本区民办小学有：①育英学校（珊洲村

内，电话：88283118）；②新苗学校（窈窕村对面，电话：88298099）；

③中山卓雅外国语学校（科技新城内，电话：88586000、88587111）；

④纪中三鑫凯茵学校（凯茵新城内，电话：88889188）；⑤广东博

文学校（博爱路，宫花村对面，电话：85313163、85313263）。 

五、咨询监督 

为加强对招生工作的咨询、监督，区招生办公室设立服务点：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大楼 230 室；咨询： 89873809、89893889，监

督：85597162。  

 

附件 1:火炬开发区 2020 年政策就读生分类表 

附件 2:广东省中小学生延缓入学申请表                            

 

 

                           火炬开发区招生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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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火炬开发区 2020 年政策就读生分类表 

类别 政策就读对象 证明材料 

1 
符合公政治[2018]27 号优待对象的公安

民警适龄子女 
①教育部下发的优待对象名单 

2 
符合政干[2013]138 号规定的现役军人

（含武警、海警等）适龄子女 
①中山市军分区公函；②省教育厅下发的优待对象名单 

3 
符合应急[2019]37 号优待对象的消防应

急救援人员适龄子女 
①中山市消防救援支队公函 

4 
符合中教体通〔2020〕9 号优待对象的人

员适龄子女 
①市卫健局公函 

5 
开发区户籍人员子女（含开发区股民或开

发区股民子女） 

①家长的开发区户口簿（首页及本人页）；②学生出生证（或司法部门、

政府部门出具的关系证明） 

6 
跨镇区借读的中山户籍人员子女（子女的

户籍也必须是中山市） 

①家长及学生的中山市户口簿（首页及本人页）；②家长持有开发区满一

年的房产证（居住用）等有效居住证明；③家长近 1年以上在开发区的

工作证明（或开发区：社保证明、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三项中的

一项）；④学生出生证 

7 
符合中教〔2011〕11 号条件的紧缺适用

人才适龄子女 

①中山市人社局紧缺适用人才证明；②工作单位证明；③家长的开发区

房产证；④学生出生证 

8 
符合粤府[2018]96 号规定的人才适龄子

女 

①《广东省人才优粤卡》；②家长的开发区工作单位证明；③家长的开发

区房产证；④学生出生证 

9 
符合中府〔2019〕118 号规定的总部企业

人才适龄子女 

①中山市总部办公函；②家长在开发区的工作或居住证明；③学生出生

证 

10 
符合中府办〔2015〕46 号规定的人员适

龄子女 

①中山市科技局高新技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证明；②家长在开发区的工

作或居住证明；③学生出生证 

11 
符合中教体通[2019]68 号规定的台湾居

民适龄子女 

①法定监护人有效的台胞证（或居住证）； 

②台湾学生有效的台胞证（或居住证）； 

③法定监护人和台湾学生的户籍虅本； 

④法定监护人在开发区的房产证；如果没有房产的，提供法定监护人在

开发区的参保证明（或在开发区就业的工作证明）和合法的房屋租赁合

同； 

⑤授权委托书 

12 
符合中教体通〔2019〕80 号规定的港澳

居民适龄子女 

①法定监护人有效港澳身份证（或来往内地通行证）；②子女有效的港澳

身份证（或来往内地通行证）；③法定监护人开发区房产证；④学生出生

证；⑤法定监护人在开发区的参保证明或工作证明；⑥授权委托书 

13 
符合粤侨办〔2009〕55 号规定的华侨适

龄子女 

①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报名学生父母具备华侨身份的证明，以及相

应的亲子关系证明（或报名学生出生证）； 

②中山市公证部门出具的，开发区常住户籍居民承担华侨子女在开发区

就读期间监护义务的监护公证(在开发区工作的华侨，提供单位工作证明

或社保证明)； 

③监护人的开发区户口簿和与监护人户籍一致的房产证(在开发区工作

的华侨，提供单位工作证明或社保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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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报名学生半年内在中山市（或镇区）医院的体检证明； 

14 
持有中山市百佳外来工证书（最近三年

内）的人员适龄子女 

①中山市百佳外来工证书（最近三年内）；②家长的开发区房产证或参保

证明；③学生出生证 

15 荣誉市民适龄子女 
①中山市荣誉市民证书；②家长的开发区房产证、居住证或工作证明；

③学生出生证 

16 
符合《火炬区紧缺适用人才子女就学实施

办法》的人员适龄子女 

①火炬区紧缺适用人才子女就学申请表（须经区组织人事办公室审核）；

②家长持有的紧缺适用人才证明；③家长在开发区的房产证明（第一层

次至第八层次人才可不提供）；④家长在开发区满 1 年的工作证明和居

住证明（第一层次至第六层次人才可不满 1年）⑤学生出生证 

17 
符合《火炬区重点企业高管高技人员子女

入学办法》的人员适龄子女 

①区经科局公函；②家长的开发区住房证明；③家长的开发区工作证明；

④学生出生证 

备注： 
1.表格中的“所需材料”是指市区有关部门开具的具备政策就读的证明材料，此项材料由我区对应部门进行审核； 

2.每一类别对应的“所需材料”必须齐全，缺一不可，“资料验证”与“报到注册”时须提供材料原件，若发现

材料虚假，将取消申请资格并报有关部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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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中小学生延缓入学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就读幼儿园  

身份证号  

申 
请 
理 
由 

 
 
 
 
 
 
 
 
 
   
 
 
 
 
家长签名：             家长电话： 

                                              年   月   日 

 
主管
教育
行政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本表由学生家长负责填写。 

2、本表一式两份，学生、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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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开发区 2020 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秋季招生通告 

 

根据《中山市教育局关于印发中山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教〔2014〕10 号)、《中山市教育

和体育局关于印发<中山市 2020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

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中教体通〔2020〕54 号)等文件精神，

我区 2020 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统一使用“中山市新生信息

登记系统”进行信息登记、信息审核、志愿填报、学校录取、

入学注册、补录等办法开展秋季招生工作。现将相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含 8月 31 日）年满

六周岁未曾入读小学的适龄儿童；初中一年级：小学 2020

届毕业生。招生对象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符合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对象条件的适龄儿童少

年； 

（二）本市幼儿园 2020 届毕业生（报读小学一年级）

或本市小学 2020届毕业生（报读初中一年级）（以学籍为准）； 

（三）法定监护人在本市持有有效的居住证； 

（四）截至报名前半年内法定监护人在本市有缴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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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记录。 

二、招生计划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新苗学校小学一年级计划招生 12 个

班，600 人。中山市育英学校小学一年级计划招生 6 个班，

300 人。中山市纪中三鑫凯茵学校小学一年级计划招生 7 个

班，280 人。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初中一年级计划招

生 12 个班，600 人。中山市卓雅外国语学校小学一年级计划

招生 8个班，336 人；初中一年级计划招生 12 个班，552 人。

中山市广东博文学校小学一年级计划招生 8 个班，336 人；

初中一年级计划招生 8个班，376 人。 

三、入学程序 

（一）信息登记。 

2020 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实行网上报名，小学新生

登记时间为 5月 22 日 9 时至 6月 3日 24 时，初中新生登记

时间为 5月 25 日 9 时至 6月 3日 24 时，法定监护人须在此

期间登录“中山市新生信息登记系统”为子女登记入学信息

（网址：http://www.zsedu.net/），按要求上传资料。 

（二）信息审核。 

“中山市新生信息登记系统”已与政务数据中户籍、出

生证、居住证、学籍等四项信息对接。有政务数据的，审核

人员按政务数据审核；无政务数据的，按监护人上传的资料

审核；审核时不能确定的，监护人需于 6月 10 日前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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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理委员会大楼 230室进行现场验核；已申请积分入学的，

按积分入学系统数据审核。监护人需及时登录系统查看入学

信息审核情况，补齐审核未通过的信息。 

（三）志愿填报。 

1.民办学校招生计划可分为本校对口直升计划、政府购

买学位计划、属地镇区计划和属地外计划共四种类型。除“政

府购买学位计划”不需填报志愿外，报读其余计划均需填报

志愿。“中山市新生信息登记系统”会按审核通过的入学信

息和民办学校志愿类型，列明学生可选报的志愿，每生最多

可填报两个志愿（若填报了一个市直属学校志愿，则只可填

报一个民办学校志愿），志愿不分先后。选报民办学校志愿

时，法定监护人应认真阅读其招生简章，充分了解招生要求、

招生计划、收费标准、交通及住宿等情况。 

2.报读本校对口直升计划的新生应于 6月 11 日 9 时至

24 时登录“中山市新生信息登记系统”填报志愿；报读属地

计划或属地外招生计划的应于6月 13日 9时至 6月 14日 24

时在上述系统填报志愿。志愿如需调整，可于 6月 18 日 9

时至 24 时登录该系统修改。 

（四）学校录取。 

民办学校按招生计划分别录取，报名人数不超过招生计

划的自动录取，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摇号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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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动录取。自愿报读本校的教师和教辅人员子女可优

先录取。选报对口直升本校且被自动录取的新生，已填报的

其他志愿自动失效。选报属地志愿或属地外志愿，若因学校

报名人数少于招生计划数被自动录取的学生，法定监护人须

在 6 月 15 日 9 时至 6 月 16 日 24 时登录该“中山市新生信

息登记系统”确认。 

对口直升招生计划、属地招生计划有剩余的，自动划入

属地外招生计划。 

2.电脑摇号录取。需通过电脑随机摇号录取的学校，镇

区于6月21日前核实学生名单，6月22日至6月26日公示，

7 月 3 日上午 9 时统一进行电脑随机摇号录取。电脑摇号录

取分两步：第一步，按照招生计划数进行电脑随机摇号录取；

第二步，从未被录取的名单中再按招生计划数现场随机摇号

产生候补名单。当被录取的学生放弃确认而产生剩余学位时，

即从候补名单中按先后顺序补录。电脑随机摇号录取后，法

定监护人须在 7月 3日下午 17 时至 7月 4日 24 时登录“中

山市新生信息登记系统”确认，若另一志愿同时被录取，监

护人应确定其一，逾期不确认视为放弃。 

（五）入学注册。 

民办学校须于 7 月 13 日前完成新生入学注册工作。法

定监护人应按录取学校要求，按时完成注册手续，逾期不注

册视为放弃，不得参加第一次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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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补录。 

民办学校补录由学校组织实施，依报名顺序免试录取。

民办学校完成新生入学注册后仍有剩余招生计划的，须在

“中山市新生信息登记系统”公布，公开进行补录。第一次

补录时间为 7 月 15 日 9 时至 7 月 16 日 24 时，未被录取的

学生可重新填报志愿。学校应优先录取在本镇区居住生活的

人员子女，录满为止，并于 7 月 20 日前完成新生入学注册

工作。若需第二次补录，可于 8 月 1 日 9 时至 8 月 24 日 24

时进行。凡符合我市民办学校招生条件且未注册的适龄儿童

少年皆可参加补录。民办学校录满为止，并于 8 月 31 日前

完成全部新生入学注册工作。 

 

 

                      火炬开发区招生办公室 

                              2020年 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