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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有关政策解答 

 

2021 年 8月，市教育局出台了《2021 年孝感城区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招生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大家对该《方案》

较为关心，现就社会关心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1.《方案》出台的目的。 

答：①依法办学，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权利。②落实教

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③促进社会公平，实施网络平

台阳光招生。④有效控制大班额、大校额。⑤规范招生行为和

招生秩序。 

2.与以往招生政策相比，有哪些变动和调整？ 

答：今年的招生政策保持去年政策的延续性，局部调整内

容如下： 

（1）《2021 年孝感城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管理办

法》（附件 2）中，当年房屋租赁备案时间（或居住证）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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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满半年”调整为“必须满一年”（截止到 2021 年 8 月 31 日）；

《2021 年孝感城区随迁子女积分指标及分值体系表》“稳定住

所”项目指标 1.2 分值由“满 6个月积 10分，每多 1 月加 1分”

变为“满 1年积 10 分，每多 1月加 1 分”，“缴纳社保”项目

中“在孝感城区缴纳社会保险”种类缩减为“养老保险和医疗

保险”两种；“以祖辈的房产作为申请就读学校的依据”需提

交的资料由“向拟申请就读学校提供全家户口本，祖辈户口本

及房产证明”调整为“向拟申请就读学校提供全家户口本（三

代人在同一户口本上）及房产证明”。 

（2）《2021 年孝感城区政策优待人员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

学管理办法》（附件 3）中，减少了一类政策优待人员（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 

3.各学校招生范围有没有变动？ 

答：孝感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学区范围原则上按《孝感

中心城区教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18-2030年）》保持不变。 

2019 年，市玉泉小学和晒书台小学（原玉泉小学北京路校

区）各自独立办学后，根据两校生源情况，将两校的招生范围

进行了微调，增加了玉泉小学第二块招生范围：熊咀一路向北

延长线至槐荫天地小区以西，北京路以东，乾坤大道以南，槐

荫大道以北。晒书台小学的招生范围为：乾坤大道以南，槐荫

大道以北，熊咀一路延长线以东，天仙路以西（三江集团职工

子女属航天小学学区）。 

这两校今年的招生范围沿用 2019年以来的保持不变。 

孝南区、高新区部分义务教育学校过渡性招生范围局部调

整方案由孝南区教育局、高新区教育办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具

体咨询电话：孝南区 0712-2850452，高新区 0712-255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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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学校招生规模是怎么核定的？ 

答：按照各学校现有办学条件（硬件和师资），确定学校

开班数，班额要控制在 55人以内（教育部、省教育厅消除大班

额工作要求），以此确定各学校招生规模。 

5.今年招生平台的网址是什么? 

答：今年网上报名系统有两种登录方式：一种是直接登录

http://zsjz.xgjy.cn/，还有一种是登录孝感市教育局官网，

在首页“专栏”中点击“义务教育招生”链接进入。进入报名

系统后再选择“小学新生报名入口”或“初中新生报名入口”

进入。 

6.什么时候可以在招生平台登记？ 

答：家长在平台进行登记的时间是 8 月 12日-17日。 

7.家长不会使用招生平台怎么办？ 

答：招生平台的用户操作相对很简单，家长根据平台提示

填报即可。如果确实还有不会操作的，可以请周围的亲戚朋友

邻居帮忙操作。如还有问题，可拨打咨询电话。孝南区教育局：

2850452。高新区社管局教育办：2550903。孝感市教育局：

2327407。（城区各初中、小学招生咨询电话将在阳光招生平台

上发布。） 

8.今年招生流程是怎样的？ 

答：①网上登记。时间为 8 月 12 日-17 日。②查询信息。

时间为 8 月 18 日-20 日。各学生家长登录招生平台，查询初审

结果。初审不通过的学生，可修改审核资料（每个学生最多只

可修改一次资料）。③资料现场初审。通过预审的学生家长，

带上所需的相关证件及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按照学校反馈的

时间，到指定的地点进行现场资料初审。未按期进行资料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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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的视为放弃申请。④相关部门资料审核。家长提供的证件

由学校提交相关职能部门把关。⑤学校公示审核结果。8 月 26

日，各学校在阳光招生平台上公示学校审核的结果及预录情况。

⑥对于达到了基本积分（30 分）且房屋租赁备案时间（或居住

证）满一年，但未达到申请就读学校积分要求的随迁子女，教

育主管部门在城区范围内按照“相对就近”原则进行调剂入学。

⑦发放入学通知书。⑧报名入学。9 月 1 日，新生凭入学通知书

到指定学校报名入学。 

9.过了网上登记的时间还能登记吗？没有登记可以报名

吗？ 

答：网上登记的时间为 8 月 12日-17 日，过了登记时间，

该功能关闭，即家长不能再进行登记了。没及时进行网上登记

的，会有一个补登时间，补登时间再另行通知。 

没有网上登记的，不能报名。所以请各位家长一定要把握

时间，虽然可以后期补登记，但如果对应学校学位已满，即使

符合条件，也只能调剂安排到其他学校。 

10.对学区房有限制吗？是不是凭房产证就可以申请到对

应学校就读？ 

答：对“学区房”有限制。同一套房产，无论是自购还是

租赁，在 6年内，只可作为同一个家庭的子女就读对应小学的

依据；在 3年内，只可作为同一个家庭的子女就读对应初中的

依据。 

举例 1：甲家长 2020 年租住乙房东的房产，并以该房产为

依据申请子女 2020 年就读实验小学后，将房子退租，2021-2026

年间，丙家长又租住乙房东的房产，并以此为依据申请子女就

读实验小学，这时，系统会提示该房产于 2020年已被甲家长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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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使用。学校审核时，将不会通过丙家长的申请。自购房也是

一样。 

举例 2：甲家长和乙家长同时租住在丙房东的同一套房产

（合租），2020年，甲乙两家长同时以该房产为依据申请子女

就读实验小学，此时，后登记的家长会发现，系统提示该房产

于 2020年已被先登记的某家长使用。 

11.申请就读某学校，网上审核通过了，是不是就表示可以

到该学校就读？ 

答：不一定。网上审核只是表明家长上传的证件符合就读

该校的基本条件。家长还需带上所需的相关证件及材料的原件

和复印件，在规定时间内到对应学校进行现场审核，验证资料

和证件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能否就读，还需根据学校学位提供

情况（积分入学的，还需根据积分排名情况）确定。 

12.有的资料不能提供，在网上填报时，可否随意填报？ 

答：不能。家长提供的所有资料（含网上上传的）必须真

实有效，无法提供的资料宁可不提供，也要保证资料的真实性，

请大家要认真对待。所有上传的资料系统都会保存下来，还将

记录在案，对学生的入学以及今后的综合素质评价有直接影响。 

13.家长买房了，但是房子还没装修或其他原因，另外租房

上学可以吗？ 

答：不能。学生就读学校的依据是学生法定监护人（一般

是学生父母）的房产，只要已办理房产证或已交付（购房合同

上约定的交房日期已到），就不得再以租房为确定学校的依据。 

14.什么情况下可以租房作为就读学校的依据？ 

答：符合在城区就读基本条件且学生监护人（学生父母）

在孝感城区未购置住房。 



- 6 - 
 

15.什么情况下可以学生祖辈的房产作为就读学校的依

据？ 

答：符合在城区就读基本条件，学生监护人（学生父母）

在孝感城区未购置住房且与祖辈生活居住在一起。学校将现场

核实三代人是否住在一起，三代人是否是同一户主，同时符合

上述两条才可以祖辈房产就学。 

16.学生是城区户口，但户口是挂靠在亲戚户头上，可否以

亲戚的房产作为就读学校的依据？ 

答：不能。学生就读学校的依据是学生监护人（学生父母）

的房产。如果学生监护人（学生父母）城区无房产，可以祖辈

房产或者租房作为就读学校依据。以租房作为就读学校依据的，

必须提供监护人在申请就读学校范围内一年以上的租赁备案证

明和在孝感城区一年以上的养老保险缴纳证明。如不能提供，

调剂安排学位。 

17.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按照积分制办法申请就读？ 

答：学生和其父母（法定监护人）户籍均不在孝感城区，

且未在城区购置住房的，如果申请在城区就读，需要按照积分

制办法执行。 

18.已进行了居住证办理登记，但居住证还没取得，该如何

计算积分？ 

答：根据《2020年孝感城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管

理办法》的规定，申请人取得居住证后满一年才可以积分。如

果申请人在 2020年 8 月 31日前未取得居住证，不具备申报资

格。 

19.居住小产权房的，该如何申请就读？ 

答：自购房属于小产权房的，学生家长能提供房产确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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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所有的有效资料或学校通过实地走访可认定的，可以申请

就读。在网上登记时，房产性质选择“其他”类进行填报。 

租住小产权房且按积分制方法申请就读的，因小产权房无

法进行租赁备案，不具备申报资格。 

20.按照积分制办法申请入学，如何积分？ 

答：《2021年孝感城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管理办

法》中规定，积分项目有五项，分别是稳定住所（最高 40分）、

稳定就业（最高 10 分）、缴纳社保（最高 40 分）、表彰奖励

（最高 15分）、城区就读（最高 5 分），合计积分满分 110 分。

达到基本积分 30分且房屋租赁备案时间（或居住证）满一年，

才符合在城区学校就读的基本条件。 

21.“稳定住所”项积分，需提供哪些资料？ 

答：申请人（家长）或配偶需提供居住证或房屋租赁登记

备案证明。居住证或合法租赁起算时间以居住证发证时间或房

屋租赁登记备案审核时间为准，到今年 8 月 31日截止，如不满

一年，不具备申报资格。 

22.“稳定就业”项积分，需提供哪些资料？ 

答：分两种。一种是在用人单位就业，需提供与用人单位

签订的有效期内的劳动合同和工资发放银行卡流水证明或经公

司财务人员签字盖章并承诺如造假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工资发

放证明。合同和工资发放证明两项必须同时提供，缺一不可积

分。以工资发放证明认定就业年限，到今年 8 月 31 日截止，就

业年限不满 6个月的，只积 1分。 

另一种是个体、工商经营者。需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工商

企业登记证。以工商营业执照、工商企业登记证登记时间为起

算时间，到今年 8 月 31 日截止，登记时间不满 6个月的，只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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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 

劳动合同或工商营业执照、工商企业登记证等中的劳动或

经营场所地址需在孝感城区。 

23.“缴纳社保”项积分，需提供哪些资料？ 

答：需提供养老或医保在孝感城区缴费历史明细表。只需

提交一个险种参与积分，几个险种都提交的，以缴费年限最长

的险种进行积分，其他险种不累计积分。外地转入社保、补缴

社保不纳入年限计算。重复参保期不重复计算年限。 

24.在学校提供学位不足，而申请人积分相同的情况下，如

何确定就读学生？ 

答：积分相同情况下，根据可认定的材料，在孝感城区居

住工作年限长的人员子女优先安排就读。 

25.人才引进人员、招商引资人员、军人、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人员、公安和司法民警优抚对象等子女如何申请就读？需

提供哪些资料？ 

答：这几类人员子女入学按《2021 年孝感城区政策优待人

员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管理办法》执行。 

人才引进人员需提供市委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引进人才的

确认文件（复印件），人才引进人员居住证明(居住证或房屋产

权证明文件、购房合同、房屋租赁备案证明) 等。 

招商引资人员需提供：①市招商管理部门出具的工业项目

固定资产投资 5000 万元及以上,其他项目 1亿元及以上的招商

引资企业资质证明（文件）。②招商引资人员任职招商引资企

业的股东、董事、监事、法定代表人和副总以上公司高层管理

人员的证明。③招商企业所在地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字认定。

④招商引资人员居住证明(居住证或房屋产权证明文件、购房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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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房屋租赁备案证明) 等。 

军人需提供军人所在部队管理部门出具的军官证件，居住

证明(居住证或房屋产权证明文件、购房合同、房屋租赁备案证

明) 等。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以孝感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部报

送的符合优待条件的名单认定，公安和司法民警优抚对象以孝

感市公安局、孝感市司法局政治机关报送的名单认定，上述两

类人员还需提供居住证明(居住证或房屋产权证明文件、购房合

同、房屋租赁备案证明) 等。 

26.学校因学位不足而无法接收符合基本条件的随迁子女，

如何安排？ 

答：各学校因学位不足而无法接收的符合基本条件的随迁

子女，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各校招生计划及招生规模，在城区

范围内按照“相对就近”原则进行调剂。不接受调剂的随迁人

员子女，可回原籍就读。 

27.招生平台上可选择的学校与实际不符怎么办？ 

答：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家长在平台登

记的时候，没按照真实情况填写住址，这种情况下，家长要重

新核对住址，如实填写后再提交。另一种是符合统筹安排学位

的人才引进人员、招商引资人员和军人子女，这种情况下，家

长要在招生平台上将各项信息完整填写。等待申请学校通知，

家长带上所需的相关证件及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到拟就读学

校现场提交资料。 

28.积分没达到 30 分，该如何申请就读？ 

答：积分没达到 30 分或房屋租赁备案时间（或居住证）未

满半年，视为不符合在城区就读条件，家长应带着孩子回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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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申请就读学校。 

29.孝感城区范围怎么限定？ 

答：根据学生及其父母（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地来认定。

孝感市公安局公布的孝感城区派出所有：新华派出所、书院派

出所、城中派出所、三里棚派出所、车站派出所、城东派出所、

航空路派出所、孝天派出所及槐荫派出所等 9所。学生及其父

母（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派出所为这 9 所之一，可认定在城

区范围内。 

30.中途转学的学生需要在网络招生平台上登记吗？ 

答：不需要在网上登记。学生要中途转学，家长应提前跟

想要转入的学校联系。转入学校同意接收后，家长再办理转学

手续。相关政策按照《孝感市教育局关于中小学生转学的有关

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