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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AD00-2019-0004 

 

磐安县人民政府文件  
磐政〔2019〕45 号 

 
 

磐安县人民政府 
关于2019年基础教育招生计划及招生政策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

要求，落实国家和浙江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浙

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浙江省教

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9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浙教办基〔2019〕3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精神，以及

《金华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19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段学

校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金市教基〔2019〕12 号）要求，结合

我县实际，现就磐安县 2019 年基础教育招生计划及招生政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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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招生计划 

（一）幼儿园 

全县幼儿入园率（3～5 周岁）96%以上，其中，学前一年入

园率达 99%以上，城镇幼儿入园率（3～5 周岁）达 97%以上，班

级学额原则上不得突破相应等级规定的标准。 

（二）义务教育 

1．全县小学一年级适龄儿童依法全部入学。小学新生入学

年龄为 6 周岁（2012 年 9 月 1 日—2013 年 8 月 31 日期间出生），

不得提早或延迟入学。其中实验小学招生 8 个班，文溪小学招生

4 个班，安文小学招生 4 个班。班级学额不得突破 43 人。 

2．全县小学毕业生 1944 人，小学毕业生 100%升入初中。

其中实验初中招收 12 个班；安文初中招收 8 个班；磐安县凤凰书

院招收 2 个班 70 人（民办，不含面向外地招生）。班级学额不得

突破 48 人。 

（三）高中 

全县初中毕业生 2178 人，计划初中应届毕业生升高中段的

比例达 98%以上，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招生比例大体相当。 

1．普通高中招生 1095 人。其中：磐安中学 12 个班 480 人

（含保送生 80 人,定向生 240 人,特长生 14 人）；磐安县第二中

学 10 个班 500 人（含特长生 16 人）；磐安县凤凰书院 2 个班 70

人（民办，不含面向外地招生）；磐安县顺风高级中学 1 个班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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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办，不含面向外地招生)。 

2．职业高中招生 760 人。其中磐安县职教中心技校校区 15

个班 520 人（含五年一贯制），磐安县职教中心三中校区 6 个班

240 人（含职普融通实验班 80 人）。  

3．初中专（技）招生按省、市下达的计划执行。 

二、招生政策 

（一）幼儿园招生 

同一乡镇（街道）内有多个公办幼儿园的，由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委托的中心幼儿园划定

招生范围。其中，安文街道老城区公办幼儿园招生办法由县教育

局结合实际情况另行制定公布。 

幼儿要就近入园。幼儿园原则上在不超过 2.5 公里范围内招

收幼儿。确因受居住分散等条件限制超过该范围的，宜全托入园。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确保辖区内幼儿入园率不低

于 96%。 

（二）义务教育招生 

1．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及《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确保辖区内新

生 100%入学。 

2．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起始年级入学对象的资格确定。 

乡镇（街道）小学所辖适龄入学儿童原则上按户籍在本辖区

内学校入学，乡镇初中新生按乡镇（街道）所辖学区的小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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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口升学。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

公办学校学区划分调整和招生入学工作的意见》（浙教基〔2018〕

19 号）和《磐安县中小学布局优化规划方案（2011—2020）》等

文件精神，在我县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后，现尖山镇所辖的三所小

学和新渥街道所辖的两所小学，仍然按照原来的学区范围开展招

生工作；磐安县第四中学招生范围为尖山镇、玉山镇、九和乡。 

城区小学学区按 2014 年新划定的学区执行，城区两所初中

（实验初中、安文初中）根据磐教〔2016〕54 号文件实施学区对

口招生。城区学校起始年级入学对象的审定原则是：①户籍与房

产均在同一学区范围内的，为本学区义务教育对象。②户籍与房

产（指老城区社区范围内拥有的私房）所在地分别属于两个学区

的，以实际居住房产所在地为准。③因老城区拆迁改造暂时没有

房产的，凭征收补偿协议或房产征收部门相关材料，其子女在 3

年内可在原学区入学，也可在产权置换后所在学区入学。④仅有

营业场所的城区户籍居民子女，以营业执照所在地为准。⑤学区

有异议的，以县教育局的裁定为准。 

3．义务教育段学校因特色办学需要，确需跨学区招生的，

由县教育局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4．下列五类对象可以由县教育局在城区公办学校统筹安排

入学。①烈士、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②县级以上

劳模、省“绿叶奖”获得者子女；③持有县委人才办颁发的“人

才绿卡”子女；④中西部等援助干部（一年以上）子女；⑤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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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优秀骨干教师子女，主要包括：市级以上名师名校长、教坛

新秀，省“春蚕奖”、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等。 

5．因监护人长期在户籍地外打工经商等原因，义务教育对

象确需跨学区就读的，须由双方学校签字同意并经县教育局批准，

方可办理学籍转移有关手续。属城区公办学校接收的，空余学额

按照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实施细则执行，超过规定学额的，就近安

排到新城区学校或城区周边学校。 

港澳台同胞在磐投资和在磐合法就业共同居住的子女，与本

地学生享有同等待遇。外县籍在磐务工并已取得居住证人员，其

子女确需在磐安就学，由县教育局根据实际统一安排，确保按时

入学。 

2019 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实施细则，由县教育局另行制定公

布。 

6．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杂费，免费使用国家教科书，义

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免收住宿费。 

7．义务教育段民办学校实行自主报名，自主招生，不得突

破招生计划。民办学校招生应始终贯彻公平、公正和公开透明的

原则，不得发布虚假招生信息，招生名额、方式、程序、收费标

准等均应向社会公示。严格执行省市有关规定，实施免试入学。

严格遵守执行发改部门有关民办学校收费标准、收费方式的规定

和要求。 

8．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管理，按浙教基〔2014〕38 号和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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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办基〔2016〕89 号文件执行。学生学籍与电子学籍档案联动，

采用“小学入学建档，各学段随转”的原则进行管理。 

（三）高中招生 

1．报考条件 

（1）本县户籍学生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①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②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③年龄一般在 16 周岁以下（2003 年 9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

初中毕业生。其中，报考中专（包括“五年一贯制”）、职高、

中技的年龄不限。 

（2）非本县户籍学生除符合本县户籍学生报考条件外，在

本县有完整的初中阶段学习经历和学籍的可报考高中段各类学

校，未具有本县初中阶段三年完整学习经历和学籍，但初三年级

在磐安就读并具有正式学籍的，允许报考磐安中学以外的高中段

各类学校（因父母工作调动或县政府同意作为人才引进的除外，

但需要核实工作调动及人才引进的相关材料）。 

（3）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①高中段学校的在校生； 

②初中段学校的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 

③因触犯刑律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者。 

2．报名地点 

在本县就读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在所在毕业学校报考；往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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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毕业生、社会青年和在外县市就读回本县报考的磐安籍考生，

经本人申请，经县教育局审核同意，在户籍所在地学校报考；外

县户籍考生要在本县报考的，须由考生提出书面申请，经县教育

局审核，可在就读学校报考。报名点应对考生进行报考资格审查。

各初中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止或拒绝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报

名。 

3．报考种类 

高中（含职高）兼初中专（技）。 

4．录取原则和依据 

坚持全面衡量、综合评价、尊重志愿、适者录取的原则，将

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特长条件、加

分政策等同时作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的依据，确保普职招生

人数大体相当。 

不在本县报考的，公办普通高中不予录取。 

5．录取形式 

综合考虑学生的整体素质和个体差异，实施优秀初中毕业生

保送录取、优质高中定向录取、特长招生等多元化的高中段学校

招生方法，积极推进新课程改革和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录取形式

为： 

（1）保送生录取。2019 年磐安中学提前招收“保送生”80

名。已被录取的保送生不再参加初中毕业升学文化科目统一考试。

保送生具体招收录取办法由磐安中学制订，经县教育局批准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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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提前向社会公布。 

（2）综合录取。依据考生的毕业升学考试成绩、综合素质

等第认定结果进行录取。 

初中毕业升学考试设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历史与社会·思

想品德、体育六门。升学考试满分值为 630 分，其中语文、数学、

英语各为 120 分，科学 160 分，历史与社会·思想品德 80 分，

体育 30 分。语文、历史与社会·思想品德试卷中地方课程内容

各占 5 分。 

体育考试相关事项由县教育局依据《金华市 2019 年初中毕

业生体育考试工作指导意见》具体确定，平时成绩、运动技能测

试成绩均需张榜公布。 

综合素质评价分为四个模块，结果以“综合评语”“评定等

第”两种方式呈现。综合评语（模块一）主要对学生的道德品质、

公民素养、情感态度、合作精神、日常表现等方面进行定性描述，

并为后续的针对性教育提出建议；评定等第主要对能体现学生素

质发展水平的部分项目进行定量测评。测评项目分为三个模块，

分别是：探究与实践（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地方

课程、学校课程、学科竞赛、创造发明等）、劳动与技能（劳动

技术教育、信息技术教育、实验操作等）、审美与表现（音乐与

美术课程、艺术特长等）。评定结果以等第方式呈现，一般分为

A、P、E 三等（分别代表优良、合格、待合格），P、E 等均由

学生所在学校确定， A 等由学校列出名单上报县教育局，由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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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组织人员核定，E 等级要严格控制。等第汇总按 3A、2A1P、

1A2P、3P 等顺序类推。其中，磐安中学录取的新生要求综合素

质评价等第须 2A 及以上且不得有 E，普通高中录取的新生必须

达到 1A 及以上且不得有 E，职业高中不得录取 2E 及多于 2E 的

考生。 

（3）定向录取。按照《关于调整磐安中学“定向生”资格

及录取工作的通知（试行）》（磐高招委〔2018〕7 号）文件执

行。 

（4）特长生录取 

特长生是指在某一学科或某一方面，主要是艺术、体育、创

新发明、信息技术、自然科学、文学创作等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

普通高中学校根据办学定位和特色，确定招收特长生的类别。招

生计划和招生办法由县教育局另行制定公布。 

（5）“五年一贯制” 和职普融通实验班录取。设置一个单

列的“五年一贯制”“职普融通实验班”志愿，依据志愿和考生

的毕业升学考试成绩录取。 

（6）中等职业学校自主录取。中等职业学校根据初中毕业

升学考试成绩自主录取新生。 

（7）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录取。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

体化培养试点招生工作纳入市统一中考招生工作中，根据中考成

绩、所填志愿，按计划在提前批择优录取。 

6．有关加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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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生

育两胎的，但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原农村户籍的独生女考生，可

以在升学考试成绩基础上加 2 分。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生，可以在升学考试成绩基础上

加 5 分。 

①归侨、华侨子女； 

②少数民族考生； 

③港、澳、台籍考生； 

（3）因公牺牲公安干警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公安干警子

女，可以在升学考试成绩基础上加 10 分。 

（4）军人子女中考优待政策，按照《关于贯彻<军人子女教

育优待办法>的实施意见》（金市教基〔2015〕27 号）文件要求

执行。 

同一考生如符合同一条中多款的，不能累计加分。同时符合

多条的可累计加分，但以 30 分为限。 

烈士子女可按照其志愿安排入学。 

7．录取办法 

（1）分三个批次录取。第一批：磐安中学（含综合录取、

定向录取、特长生录取）。第二批：磐安县第二中学（含特长生

录取）、磐安县凤凰书院、磐安县顺风高级中学、磐安县职教中

心 “五年一贯制”、 磐安县职教中心三中校区“职普融通实验

班”。第三批：职业高中、普通中专和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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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批次学生，均由县招生办划定分数线，在规定时间

内按志愿和成绩录取。录取学校在招生办规定的时间内通知学生

本人，民办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专）按自主招生方式录取。 

（3）磐安中学只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年龄在 16 周岁及以

上的（即 2003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应届初中毕业生，磐安中学

提高 50 分录取（小学段因病办过缓学或休学手续的除外）；家庭

原因造成小学延迟入学和初中段因病休学等原因的超龄应届毕业

生，磐安中学招生提高 10 分录取。县内学校学生在初二学年结束

后转学的考生，磐安中学定向招生指标单列，其定向分数线与磐

安中学向各初中学校招收的最高定向分数线相同（因父母工作调

动转学除外）。本县户籍学生在县外就读回户籍所在地学校报考

的，根据《关于调整磐安中学“定向生”资格及录取工作的通知

（试行）》（磐高招委〔2018〕7 号）文件精神，磐安中学定向

生不予录取。 

（4）初中毕业后在全日制中学插班、重读、旁听及社会复

习班学生不得报考普通高中。 

8．其它规定 

（1）中考的考点设置由县招生委员会和县教育局研究确定。

各初中、各考点务必加强考风考纪和安全管理，确保考试的公平、

公正，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如发现营私舞弊及发生重大责任事

故者，依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2）高中学校招生，禁止发布虚假招生信息，禁止在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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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考试前直接到初中学校散布招生广告、拉生源，干扰学校正

常教学秩序。各初中学校要充分尊重考生意愿，及时向考生公开

各类高中段学校的录取信息，并保证本县高中生源。 

（3）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不得突破。普通高中要严格执行

招生计划，并严格按分数录取。高中录取新生，必须严格执行县

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学籍管理的规定，及时报批新生名单，

办理高中学籍。不得对同一考生进行重复录取。 

（4）外县市来我县各类学校招生，须经县教育局批准。在

磐安境内发布各类招生广告须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5）严禁有偿招生。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一经查实严

肃处理。 

三、本通知由磐安县教育局负责解释，2019 年基础教育招生

工作结束自动失效。 

 

 

 

磐安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5 月 31 日 

 

———————————————————————————————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办公室，人武部，法院， 

         检察院，各群众团体。 

——————————————————————————————— 
磐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3 日印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