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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武县教育和体育局文件
成教体发〔2022〕26 号

成武县教育和体育局

关于做好 2022 年义务教育学校和幼儿园

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学区、县直各学校、民办各学校：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普通中小学、

幼儿园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鲁教基函〔2022〕23 号）和《菏

泽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2 年义务教育学校和幼儿园招生工作

的通知》（菏教基字〔2022〕4 号）要求，进一步做好我县 2022

年度义务教育学校和幼儿园招生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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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好幼儿园招生工作

各类幼儿园应坚持相对就近就便、免试入园的原则，积极创

造条件接收适龄幼儿入园。有条件的学区深入探索公办幼儿园及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划片招生办法，摸索规律、积累经验。民办幼

儿园要在学区的统筹指导下，实施自主招生。招生热点区域和热

点幼儿园，可探索电脑派位、随机录取等方式，做到公平、公正、

公开。幼儿园不得举办国学班、国际班、特长班等，不得对学龄

前幼儿教授小学教育内容。

二、做好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

（一）规范招生行为

1.实行划片招生。县教体局根据目前我县城市发展和学校建

设情况以及居民小区分布、适龄人口变化、解决大班额等因素，

对城区部分公办学校原定施教区范围进行了调整，各学区也要根

据辖区内适龄儿童少年人数及分布情况、学校规模及办学条件，

科学调整本辖区学校的施教区范围。凡是划定施教区的学校，要

确保施教区内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能够相对就近入学。

2.控制规模和班额。各学校要确保 56 人及以上大班额问题

不再反弹，有条件的学校可以按照小学每班不超过 45 人、初中

每班不超过 50 人的标准规划分班。要持续加强资源建设,为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奠定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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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行“一网通办”。为进一步简化优化程序，通过大数据

赋能，推动招生服务效能转变，增加招生工作透明度，全县义务

教育招生工作统一使用《菏泽市（成武县）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

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除特殊情况外，入学报名全部

推行“一网通办”、“阳光招生”。（平台登录方式见附件 1）

（二）施教区划分

1.农村小学

农村小学由所属学区划分，施教区范围一般为其所服务的行

政村，要确保辖区内所有适龄儿童都有明确的就读学校。

2.城区小学

成武县第一实验小学：通乐路以西、振兴街以北、永顺路以

东、伯乐大街以南的区域。

成武县第二实验小学：永顺路以西、大明湖路以北、仪凤路

以东、先农坛街以南的区域；千里马路以西、先农坛街以北、仪

凤路以东、伯乐大街以南的区域。

成武县郜城第一实验小学：湖心路以西、文亭街以北、千里

马路以东、滨湖大街以南的区域。

成武县郜城第二实验小学：（永顺路-莲池街-会文路）以西、

文亭街以北、湖心路以东、滨湖大街以南的区域；滨湖大街北侧

瑞景一号院小区、恒大御峰小区、文亭国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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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武县郜城第三实验小学：乐成河以西、（古城街-会文路-

莲池街）以北、永顺路以东、滨湖大街以南的区域；滨湖大街北

侧文亭街道办事处所辖行政村。

成武县郜城第四实验小学：永昌路以西、堤口街以北、（通

乐路-古城街-乐成河）以东、滨湖大街以南的区域；吕台路以西、

文亭街以北、永昌路以东、趵突泉路以南的区域。

成武县郜城第五实验小学：通乐路以西、伯乐大街以北、（永

顺路-文亭街-会文路）以东、古城街以南的区域。

成武县郜城第六实验小学：永昌路以西、先农坛街以北、通

乐路以东、堤口街以南的区域；吕台路以西、先农坛街以北、永

昌路以东、文亭街以南的区域。

成武县郜城第七实验小学：千里马路以西、伯乐大街以北、

迎宾大道以东、滨湖大街以南的区域。

成武县伯乐实验学校（小学）：永昌路以西、振兴街以北、

通乐路以东、伯乐大街以南的区域；永昌路以西、大明湖路以北、

永顺路以东、振兴街以南的区域。

文亭学区南隅小学、南堤小学：永顺路以西、先农坛街以北、

千里马路以东、文亭街以南的区域。

文亭学区前堤小学：迎宾大道以西、伯乐大街以北、滨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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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以南的区域。

开发区学区达驰实验小学：（小清河路-伯乐大街-千佛山路）

以西、大明湖路以北、（永昌路-先农坛路-吕台路）以东、趵突

泉路以南的区域；千佛山路以西、定砀路以北、永昌路以东、大

明湖路以南的区域。

成武县自齐实验学校（公办生）：小清河路以西、先农坛街

以北、千佛山路以东、伯乐大街以南的区域。

成武县江河实验学校（公办生）：迎宾大道以西、伯乐大街

以北、滨湖大街以南的区域。

文亭学区、永昌学区和开发区学区负责划定以上学校施教区

范围以外的本辖区小学的施教区范围。

文亭街道办事处小桥行政村、胡庄行政村的适龄儿童依据拆

迁协议和租房协议在租住地就近入学。

3.农村初中

农村初中的施教区为其所属学区的管辖范围，各学区要确保

本辖区的所有适龄少年都有明确的就读学校。

4.城区初中

成武县实验中学：原开发区行政辖区文亭街以南的区域；永

昌路以西、大明湖路以北、通乐路以东、伯乐大街以南的区域。

成武伯乐第一初级中学（文亭街道办事处第一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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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路—滨湖大街—北洼一大武楼路）以西的文亭街道办事处

行政辖区。

成武伯乐第二初级中学（永昌街道办事处中心中学）：永昌

街道办事处伯乐大街以北的行政辖区；（永顺路—滨湖大街—北

洼一大武楼路）以东的文亭街道办事处行政辖区；原开发区行政

辖区文亭街以北的区域。

永昌街道办事处振兴中学：永昌街道办事处通乐路以西、伯

乐大街以南的行政辖区。

永昌街道办事处郜鼎中学：永昌街道办事处除永昌中学、振

兴中学施教区以外的行政辖区。

成武县自齐实验学校（公办生）：小清河路以西、先农坛街

以北、千佛山路以东、伯乐大街以南的区域。

成武县江河实验学校（公办生）：迎宾大道以西、伯乐大街

以北、滨湖大街以南的区域。

（三）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2022 年 8 月 31 日之前年满 6 周岁成武县户籍的

适龄儿童和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初中一年级：持有成武县户籍

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和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

（四）报名顺序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父母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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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

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因此，申请

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在施教区要有稳定的住所且与其监护人或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他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共同生活的监护

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他家庭成员应当切实履行家庭教

育责任。

在此基础上，申请在农村公办中小学入学的，依据适龄儿童、

少年户籍地址就近入学。申请在城区公办中小学入学的，其报名

资格先后顺序为：

1.双证齐全（在施教区既有户籍又有住宅性房产）者；优抚

对象子女。

户籍：适龄儿童的户籍须在城区范围内，且与法定监护人的

户籍一致，法定监护人的户籍需与房产一致。房产：适龄儿童的

法定监护人在施教区范围内有住宅性房产，除拆迁协议外，房产

须经住建部门验收且实际入住。

优抚对象子女：现役军人、烈士、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子女；

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疫情防控一线受表彰医护人

员子女；引进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子女。

2.仅有住宅性房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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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适龄儿童的法定监护人在施教区范围内有住宅性房产，

房产须经住建部门验收且实际入住。户籍：适龄儿童的户籍与法

定监护人的户籍一致，法定监护人的户籍需与房产一致。

3.进城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在施教区有固定住所的外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和外来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

综上，按照报名资格先后顺序，若施教区学校招生计划已满，

后序适龄儿童少年由县教体局、学区、学校按照相对就近原则统

筹推荐入学。

（五）有关证明材料

本地适龄儿童少年：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含有证明适龄

儿童少年与监护人关系的户籍信息），监护人房产证或回迁协议

或购房合同及实际入住证明。

现役军人子女、烈士子女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疫

情防控一线受表彰医护人员子女：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含有

证明适龄儿童少年与监护人关系的户籍信息）；现役军人证明、

单位证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疫情防控表彰文件；居住证明。

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含有证明适

龄儿童少年与监护人关系的户籍信息）；县组织、人事部门证明；

居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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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含有

证明适龄儿童少年与监护人关系的户籍信息）、居住证；监护人

与用人单位签订的满一年的劳动合同（须经人社部门认定）及养

老保险缴纳证明；监护人满一年的营业执照、纳税材料（依规免

税的除外）。

（六）工作流程及时间安排

成武县 2022 年义务教育招生时间为 8 月 12 日至 8 月 25 日，

大体分为宣传动员、网上报名及审核、网上录取三个阶段。

1.宣传动员（8 月 12 日—8 月 15 日）

县教体局组织召开义务教育招生工作会议，部署全县义务教

育学校招生工作，发布招生方案。各招生学校按照本方案要求拟

定并公示招生办法，招生办法要明确说明施教区范围、入学条件、

招生程序和咨询电话等。

2.网上报名及审核（8 月 16 日-8 月 21 日）

（1）网上报名及初审（8 月 16 日 8:30-8 月 19 日 18:00）。

网上报名注册时必须如实填写符合入学条件的报名信息并上传真

实证明材料，每名适龄儿童、少年网上报名时只准选择县内一所

学校报名。（操作流程见成武县教育和体育局微信公众号）届时，

适龄儿童、少年及其监护人可以选择在平台自主注册报名并上传

证明材料，也可携带证明材料到符合报名条件的施教区学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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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由学校指导、帮助上传报名信息。

学区、学校通过大数据信息比对进行报名信息初审，审核合

格的，学校通过平台向学生家长发送初审合格信息；审核不合格

的，发送驳回原因说明。网上初审不合格的，务于 8 月 19 日 18：

00 前重新选择符合自身入学条件的学校在平台补报名，无法通过

平台上传报名材料的，需按时将相关纸质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

件送至符合入学条件的施教区学校现场审核。

（2）调查复审（8 月 20 日-8 月 21 日）。学区、学校通过入

户调查等方式组织复审，申请入学的适龄儿童家庭在本时间段务

必安排家中留人。复审不合格的，学校告知适龄儿童家长并在平

台驳回。

3.网上录取（8 月 22 日-8 月 25 日）

（1）录取（8 月 22 日）。学区、学校根据入学条件按照入

学资格先后顺序分批次录取，已被学校录取的学生不得参与其他

学校的招生录取。学生及其家长可以通过平台查询录取结果。

（2）调剂（8 月 23 日）。因施教区学校招生学位已满，后

序适龄儿童少年由县教体局、学区、学校按照相对就近原则统筹

推荐到招生人数不足计划的其他学校，不服从调剂的学生原则上

回原户籍所在地学校报名入学。

（3）补录（8 月 24 日）。经调查复审不合格的，或未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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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要求选择就读学校的，或错过招生报名时间的适龄儿童、少年，

务于 8 月 24 日 18:00 前到原户籍地所属学区补录，由学区安排

就读学校并将学生信息上传平台备案。

（4）发通知书（8 月 25 日）。各学校公示最终招生录取结

果，并统一发放《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平台电子版）。

三、保障各类群体受教育权利

各学区、学校要落实好控辍保学动态监测机制、入学通知书、

复学通知书等制度，努力实现失学辍学适龄儿童由“动态清零”

转向“常态清零”。全面推进残疾儿童随园保教，健全残疾儿童

招生入学联动工作机制，依法保障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就便享

受平等义务教育权益。严格受教育能力鉴定程序和标准要求，适

宜安置每一名残疾儿童到特殊教育学校或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对

不具备入校就读能力的残疾儿童，学区、学校要提供个性化的送

教服务。深入推进“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

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对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等优抚

对象及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各学区、学校按照有关规定落实教

育保障政策。

四、规范民办学校招生行为

所有民办学校均不可跨县区招收义务教育学生。坚持“公民

同招”规定要求。民办学校应优先招收附近的学生，仍有空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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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可面向全县招生。要按照报名时间的先后顺序录取学生，招

生计划完成应立即停止报名。

五、严肃招生入学纪律要求

（一）严肃工作纪律。县教体局专门成立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各学区、

学校也要成立相应机构，具体负责落实有关招生政策。要严格落

实教育部招生入学工作“十项严禁”纪律和省、市招生入学工作

各项政策，维护招生秩序，优化招生环境，确保教育公平。

（二）严格责任追究。县教体局将建立完善违规违纪监督举

报受理机制，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对于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

后果的学校，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评、追究相关人员责

任等处罚，并取消学校当年获得的县级荣誉称号及各种评优评先

资格。对于民办学校，可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调减招生计划、停止

招生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的处罚。

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期间，县教体局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

邮箱，接受广大群众举报和监督。

举报电话：8622093、8601182、8989012

举报邮箱：cwxjcjy01@163.com

mailto:cwxjcjy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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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菏泽市（成武县）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平台登录方式

2.成武县 2022 年义务教育招生服务电话

成武县教育和体育局

2022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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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菏泽市（成武县）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平台登录方式

（平台 2022 年 8 月 16 日 8:30 正式开通）

第一步：手机下载安装“爱山东”APP，注册登录完成实名

认证。

第二步：打开首页，左上角位置信息选择【菏泽市-市本级】，

选择完成后 ，找到【义务教育招生】，选择【菏泽市-成武县】。

第三步：点击【确认，去报名】，选择【中小学入学信息采

集和网上报名】，点击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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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成武县 2022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电话

单位 联系人 1 服务电话 联系人 2 服务电话

成武县第一实验小学 闫老师 18462378111 王老师 18853095559

成武县第二实验小学 武老师 15265078353 万老师 18853095585

成武县郜城第一实验小学 李老师 19511520399 闫老师 15602468219

成武县郜城第二实验小学 马老师 15065008378 李老师 15065008125

成武县郜城第三实验小学 张老师 15092607778 常老师 15865679835

成武县郜城第四实验小学 马老师 18454060117 孙老师 13854038918

成武县郜城第五实验小学 赵老师 15063466933 李老师 15065085367

成武县郜城第六实验小学 李老师 15169771999 陈老师 15254063345

成武县郜城第七实验小学 张老师 15552327895 智老师 15020195008

成武县伯乐实验学校（小学） 王老师 15552392888 赵老师 18865305077

成武县实验中学 郭老师 18661510261 陈老师 18661510369

成武伯乐第一初级中学（文亭

街道办事处第一初级中学）
张老师 13954007373 史老师 15005301886

成武伯乐第二初级中学（永昌

街道办事处中心中学）
刘老师 15865890798 刘老师 18853019688

永昌学区 宋老师（小学） 19511520228
姜老师（永昌街道办事

处郜鼎中学）
18753081828

永昌街道办事处振兴中学 蔡老师 13853002442

文亭学区 李老师（小学） 15376124011

开发区学区 董老师（小学） 13853030776

九女学区 宋老师（小学） 13655402272
申老师（九女集镇初级

中学）
15865868948

智楼学区 樊老师（小学） 15506421966
樊老师（九女集镇智楼

中学）

天宫学区 白老师（小学） 15806746393
张老师（天宫庙镇初级

中学）
13655405899

康集学区 岳老师（小学） 13954086698
张老师（天宫庙镇康集

中学）
15990969086

孙寺学区 艾老师（小学） 13953016049
张老师（孙寺镇初级中

学）
1516976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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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村学区 刘老师（小学） 15288728688
张老师（苟村集镇初级

中学）
18605441581

白浮学区 程老师（小学） 15020512966
李老师（白浮图镇初级

中学）
13869785006

孙庙学区 梁老师（小学） 13561370538
杨老师（白浮图镇孙庙

中学）
15854080589

张楼学区 张老师（小学） 15506617891
张老师（张楼镇初级中

学）
18305308833

田集学区 王老师（小学） 15965868637
许老师（大田集镇初级

中学）
13853002955

桃花学区 刘老师（小学） 15990958341
谢老师（大田集镇桃花

中学）
18853020791

党集学区 王老师（小学） 18816080699
宋老师（党集镇初级中

学）
13061590510

汶上学区 张老师（小学） 13225308989
李老师（汶上集镇初级

中学）
18865001103

宝峰学区 董老师（小学） 18854000066
李老师（汶上集镇宝峰

中学）
13854068346

南鲁学区 宋老师（小学） 13954024028
王老师（南鲁集镇初级

中学）
15098399581

伯乐学区 李老师（小学） 13563882243
单老师（伯乐集镇初级

中学）
17853021089

成武县育才学校（成武县高远

中学）
朱老师（中学） 18553069822 办公室

（0530）

8622014

成武县伯乐实验学校（成武县

现代学校）
赵老师（中学） 18865305077 办公室

（0530）

8613904

山东水发实验学校 宗老师（小学） 0530-6117288 宗老师（中学） 0530-6117288

成武县文亭实验学校 杨老师（小学） 15725701316 杜老师（中学） 19805306116

成武县佳合双语学校 裴老师（中学） 17362275222 李老师（中学） 19153033968

成武县王集学校 范老师（小学） 19853066389 付老师（中学） 18405306262

成武县大田集镇启慧学校 申老师（小学） 18369150111 朱老师（中学） 17806026008

成武县蓝水湾实验学校 时老师（小学） 18905302179 闫老师（中学） 17660309998

成武县宏桥私立学校 李老师（小学） 15764065553 李老师（中学） 15764065553

成武江河实验学校 王老师（小学） 18058811191 王老师（中学） 18058811191

成武县北辰实验学校（成武县

自齐实验学校）
岳老师（小学） 18354008986 庞老师（中学） 1525302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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