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大武口区教育体育局

大武口区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招生入学工作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坚持

“片区招生”，深化“阳光招生”，促进依法办学，推进招生

制度改革，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中小学招

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宁教基〔2022〕79 号）要求，结合大武

口区实际，现将大武口区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

作有关事宜予以公告。

一、招生原则

（一）坚持属地管理原则。根据辖区内常住人口分布、适

龄儿童人数、外来随迁子女人数、学校分布和办学规模、交通

状况等，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原则和辖区

实际情况制定招生计划及相关政策，确保起始年级招生不出现

大班额，切实保障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

权利。建立义务教育阶段入学资格审核机制，监督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执行招生政策、遵守招生纪律。

（二）坚持免试就近原则。辖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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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划片就近、免试入学、计划招生、合理调剂”的政策，保

障辖区内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入学。严禁学校以考试、面试、竞

赛等方式进行选拔性掐尖招生。

（三）坚持全纳教育原则。一是做好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接

受义务教育工作。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

为主”的原则，落实外来随迁子女“全部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

划，全部纳入财政保障范围”的精神，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在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下，均有接收外来随迁子女就读的义务，

保障与本地学生享受同等待遇。二是做好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

务教育工作。经大武口区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对适龄残疾

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方式进行评估认定，提出入学安置建

议，“一人一案”做好分类安置和入学动员工作，确保不失学、

不辍学。对具备接受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少年，要优先就近安

排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随班就读，任何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

绝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对不具备接受普通教育的残疾儿童少年，

统筹安排到市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因残疾程度较重，不能进入

学校就读的残疾儿童少年，采取送教上门的形式实施义务教育。

三是做好留守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工作。完善农村留守未成

年学生的信息档案建设工作，定期开展留守未成年学生的关爱

帮扶工作。四是切实履行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法定职责。做到政

策不变、力度不减，对核实确定的失学辍学适龄儿童少年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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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策”劝返工作台帐和“一生一表”工作档案，抓好劝

返复学工作，坚持教师家访制度，严防辍学人数反弹新增，禁

止学生无正当理由长期请假造成事实辍学，确保失学辍学儿童

少年应入尽入。对无正当理由拒不送子女入学的父母或者其他

法定监护人，学校要及时与街道办事处、片区派出所、区司法

局、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进行劝返，如劝返无果要依法追究其

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的责任，切实保障所有适龄儿童少年

接受义务教育。

（四）坚持公正公平原则。继续实施“阳光招生、阳光分

班”政策，通过各类媒体信息，及时将招生政策、招生计划、

片区划分、招生程序及招生方式等信息全面公开，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严格审核新生入学条件，把好新生“入籍”关，严禁

违规招生。

（五）坚持信采规范原则。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入学报名

登记制度，按照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原则，

利用“大武口区中小学入学服务平台”进行一次性报名登记。

全面清理取消学前教育经历、计划生育证明、超过正常入学年

龄证明等无谓证明材料；预防接种证明不作为入学报名前置条

件，根据《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的通知》要求，报名时需查

验预防疫苗接种证及“宁夏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情况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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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报告”（PDF 电子版或纸质版），并进行备注登记。在录

入中小学学籍信息时按照教育部 2022 年修订的《学生基本信息

采集表》（见附件）中内容进行一次性采集，严禁采集学生家

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严禁利用各类 APP、小程序随意反复采集

学生相关信息。

（六）落实“十个严禁”政策。自治区教育厅在《关于做

好 2022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宁教基〔2022〕

79 号）明确规定：严禁无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学校不得在

招生结束后，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严禁自行组

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

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严禁提前组织

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

生、混合编班；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

招揽生源；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

助学款”；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

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

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

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得

对学校中高考情况进行排名，以及向学校提供非本校的中高考

成绩数据；严格学籍管理，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

籍造假等现象，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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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学籍转接。

二、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章第十五条规

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居住的适龄儿童

少年的数量和分布状况等因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调

整学校设置规划。”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章第八十

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并采

取措施保障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残疾未成年人接受

义务教育。对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辍学未成年学生，教育行政

部门应当责令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将其送入学校接受义务教

育。”

（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第四章第

八条规定：“到 2020 年，全面提高普及水平，全面提高教育质

量，基本实现区域内均衡发展，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接受良好

义务教育。适应城乡发展需要，合理规划学校布局，办好必要

的教学点，方便学生就近入学。”

（四）《教育部关于印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

评估办法的通知》（教督〔2017〕6 号）第七条第五项和《石

嘴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嘴山市市域内义务教育基本

均衡发展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石政办发〔2018〕79 号）



— 6 —

规定：“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布局合理，符合国家规定要

求；小学、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 45 人、50 人。”

（五）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

学工作的通知》（宁教基〔2022〕79 号）明确规定:“科学合

理划定片区。各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全面实行划片就

近入学，建立义务教育阶段常住人口学龄儿童摸底调查制度，

加强生源分布情况分析，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

的原则，根据适龄儿童人数、学校分布和办学规模、行政区划、

交通状况等因素，为每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科学划定招生片区

范围，片区划定后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严格控制班额

校额。各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控制中小学校办学

规模和班额，巩固消除大班额工作成果，不得产生新的大班额

和大校额。2022 年、2023 年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接受自治区

督导评估的地区，要按照小学每班不超过 45 人、初中每班不超

过 50 人招生，其他具备条件的县（市、区）可结合实际落实。”

三、招生对象

（一）小学招生

城市和农村小学统一招收年满 6 周岁以上的大武口区户籍

适龄儿童及居住在大武口区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周岁截止日

期以 2022 年 8 月 31 日为界向前推算）。

（二）初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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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口辖区小学应届毕业生；户籍地或居住地在大武口区

就读于外省、市、县（区）返回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外省、市、

县（区）秋季新转来的小学应届毕业生。

（三）转学政策

1.转学条件：学生在接受义务教育期间，不得随意转学。

因家庭住址由外省、市、县（区）迁入大武口区且户籍已迁入

居住地的，或外来随迁人员务工地由外省、市、县（区）变更

到大武口区的，其子女可以申请转学。已经在大武口辖区各中

小学就读的，原则上全部不再办理区内转学手续（备注：星海

镇辖区、城区周边片区的中小学生，父母在城区内购房并将家

庭户口迁入购房地址的原则上允许办理转学）。

2.转学学位：根据学校规模和教师配置，小学按每班不超

过 45 人，初中按每班不超过 50 人的标准配置班额。已超出班

额配置形成大班额的学校（班级）只能转出学生，班额达到限

定人数的不得再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接收转入学生。

3.转学时间：开学前 5 个工作日至开学后 10 个工作日为转

学时段，之后将不再接受家长的转学申请。接收学校须在开学

一个月内为学生及时办理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转接手续，不

得拒绝接收。小学、初中毕业年级学生可以在第一学期办理转

学，第二学期不接收转学申请。

（四）缓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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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宁夏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宁教基〔2017〕32 号）第十条规

定，年满 6 周岁的儿童，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其父母

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交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儿童身体发

育状况延缓入学证明材料并提出缓学申请，由区教育体育局审

核批准后方可缓学。残疾儿童入学年龄可以适当放宽，一般在

8－14 周岁。

（五）优待政策

1.现役军人、国家综合消防救援人员及其烈士子女（审核

单位：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人民武装部政治工作科、区应急

管理局）。

2.公安英模、烈士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审核单位：

区公安分局）。

3.市、区两级引进紧缺型高层次人才子女（审核单位：市

委组织部或区委组织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市、区招商引资企业法人代表子女、外籍华侨子女（审

核单位：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区政府外事办公室）。

5.其他符合优待优抚人员子女（审核单位：区教育体育局

会同相关部门审查）。

以上各类优抚对象，按照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教育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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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通知》（宁消〔2021〕83 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教育厅、宁夏军区《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军人子女教育优

待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宁退役军人发〔2019〕115 号）；

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嘴山市高层次人才分类

认定和优厚待遇保障办法的通知》（石政办发〔2021〕3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

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公

政治〔2018〕27 号）等相关国家、自治区和市、县（区）优待

政策执行。根据学生监护人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意愿和辖区学

位情况统筹安排就读。

四、学区划分

根据学校建设规模、招生班数、学位容量制定招生计划，

根据片区内小区数量、楼宇密度、楼层高度和居民入住密度确

定学校招生学区。按照城市规划的永久性街路、巷道首尾封闭

连接、小区整体划界确定学校招生学区。

五、招生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适

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

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

学以户籍为主要入学条件，房产为辅助入学条件。适龄儿童、

少年以户籍为主要依据确定入学条件，学生户籍所在地必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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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片区学校相互对应。

（一）学区内学生

学区内学生是指：儿童（少年）本人具有大武口区户籍，

原则上户籍所在地必须在与就读学校相对应的学区内，且与户

主关系、迁户、购房时间都符合规定要求，户籍和祖父（母）

在一起、户籍和房产不一致但同在一个学区的学生，可在划定

的片区学校入学就读。

1.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在大武口区，户主为其父母，户

籍与《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登记证》或《购房合同》）

信息一致，所购房已实际入住的（户籍迁入一年以上，房屋购

买两年以上），不满足以上条件的下移至第 5 项。

2.享受教育优待政策的各类学生。

3.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在大武口区，户主为其祖父（母）

或外祖父（母）同时父母双方（至少一方）在此户籍上，户籍

与《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登记证》或《购房合同》）信

息一致，所购房已实际入住的（户籍迁入三年以上，房屋购买

两年以上），不满足以上条件的下移至第 6 项。

4.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在大武口区，户主为其父母，户

籍与《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登记证》或《购房合同》）

信息不一致，但在同一个学区内，所购房已实际入住（户籍迁

入三年以上，房屋购买两年以上），不满足以上条件的下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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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项。

5.不满足第 1 项条件的（户满足房不满足的在前，房满足

户不满足的在后，房户都不满足的最后）。

6.不满足第 3 项条件的（户满足房不满足的在前，房满足

户不满足的在后，房户都不满足的最后）。

7.不满足第 4 项条件的（户满足房不满足的在前，房满足

户不满足的在后，房户都不满足的最后）。

备注：户籍迁入年限、房产购置年限以 2022 年 7 月 31

日为界限向前推算。

（二）学区调剂生

学区调剂生是指：儿童（少年）本人具有大武口区户籍，

与户主关系符合户籍要求，但入户或购房时间晚于规定时间的，

户籍与房产不一致不在同一学区、非大武口区户籍在本地购房、

廉租房、挂靠户的学生，有空余学位，则按学区学校入学；若

空余学位不足，调剂至相对就近的学校就读。

1.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在大武口区，户主为其父母，户

籍与《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登记证》或《购房合同》）

信息不一致，不在同一个学区内，所购房已实际入住（户籍迁

入三年以上，房屋购买两年以上），不满足以上条件的下移至

第 5 项 。

2.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为非大武口区户籍，其父母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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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口区内购房，有《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登记证》或《购

房合同》）的。所购房已实际入住（房屋购买两年以上），不

满足以上条件的下移至第 6 项。

3.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在大武口区，户主为其父母、祖

父母或外祖父母，有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石嘴山市公共租赁住

房租赁证。不满足以上条件的下移至第 7 项。

4.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已迁入大武口区为挂靠户（户籍

迁入三年以上，所提供的房产购买两年以上），不满足以上条

件的下移至第 8 项。

5.不满足第 1 项条件的（户满足房不满足的在前，房满足

户不满足的在后，房户都不满足的最后）。

6.不满足第 2 项条件的（购买房产不满足年限）。

7.不满足第 3 项条件的（户口未迁入到本地）。

8.不满足第 4 项条件的（户满足房不满足的在前，房满足

户不满足的在后，房户都不满足的最后）。

（三）辖区调剂生

辖区调剂生是指：大武口户籍在本地购买营业房、租房，

外省（区）市、县户籍在本地租房的学生由区教育体育局直接

调剂到辖区内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入学。租房协议需到政府房管

部门进行备案，否则不予认可。

1.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已迁入大武口区，在大武口区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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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营业房且已正常经营的（户籍在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迁入）

不满足以上条件的下移至第 4 项。

2.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已迁入大武口区，在大武口区租

住房屋的（租房手续需要正规备案），不满足以上条件的下移

至第 5 项。

3.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为外省（区）市、县户籍，在大

武口区租住房屋的（租房手续需要正规备案），不满足以上条

件的下移至第 6 项。

4.不满足第 1 项条件的（户籍未在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迁

入）。

5.不满足第 2 项条件的（无正规租房备案手续）。

6.不满足第 3 项条件的（无正规租房备案手续）。

（四）其他类型学生

不具备以上招生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或者因其他因

素形成的特殊情况者，需由监护人带相关证件到区教育体育局

进行登记后分配就学。

（五）有关政策说明

1.以上四种类型的入学对象，招生入学时按照四种类型分

设的条件依次招收，按照学位总数控制招收人数。招生次序依

次是：先招学区内学生，再招学区调剂生，最后招辖区调剂生

和其他类型学生。具体次序是：先招收符合（一）—1 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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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再招收符合（一）—2 的儿童、少年……依次类推，招

满学位为止。在满学位时如果出现符合同一政策条件且人数超

过学位数的情况时，采取抽签或摇号方式确定入学学生，对于

拒绝抽签或摇号的视为放弃入学资格，直接予以调剂入学。在

招收完符合某一类型条件的学生离满学位不足 5 个学位的，不

再招收后面符合政策条件的学生，按照就近原则调剂入学。

2.户籍迁入年限、房产购置年限以 2022 年 7 月 31 日为界

限向前推算。

3.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七年级入学时，同一户籍、同一房产

近三年内，原则上在所属学区中小学只能安排一个适龄儿童（少

年）入学。（从 2020 年 7 月 31 日为界限向后推算，以后每三

年为一个轮次）。

4.同一房屋产权证，房产持证份额 51%以下的，在适龄儿

童（少年）入学时不算第一持证人，只能按照挂靠户登记入学。

5.缓学办理需在 2022 年 8 月 20 日前到区教育体育局办理

相关手续，过期不予办理。按照入学年龄要求按时入学。

6.享受优待政策的需在 8 月 10 日前提交《大武口区教育优

待子女入学登记表》，按照不同优待人员提供相关印证资料到

区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室（二楼 224、226 房间）办理相关手续，

过期不予办理。按照户籍、房产和学位要求办理入学。

7.为保持星海镇（含城区周边）中小学校生源稳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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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海镇农村中小学办学规模不缩减，城区中小学不得招收星海

镇（含城区周边）的一、七年级学生。一是星海镇（城区周边）

的一、七年级学生，原则上应该在星海镇（城区周边）的中小

学就读。如确需到城区就读的，需在城区购买房产同时将家庭

户籍迁入到相应房产上，方可在城区就读。二是户籍为星海镇

的应届小学毕业生，已在城区小学或周边小学就读毕业的，按

照义务教育法规定原则上应该在户籍所在地星海镇的初中就

读。如确需在城区就读初中的要将家庭户籍迁移到城区，凡是

不能将户籍迁入到城区学校所在片区范围的，区教育体育局将

按照辖区调剂生进行调剂分配入学。凡是未按照政策规定违规

招收星海镇户籍学生的学校，不予办理学籍注册手续，同时对

学校予以通报批评。

六、招生流程

（一）小学招生

具有大武口区户籍的儿童，实行以户籍地址、住房地址与

学校学区对应一致，相对就近入学。外来随迁子女，以居住证

或租房证明为主要依据，统筹安排入学。

1.招生宣传：区教育体育局在“大武口区中小学入转学服

务平台（www.szsrxbm.cn）”和微信公众号、政府官网等公布

各小学招生范围、招生条件、招生时间、招生人数、班数和所

需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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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摸底：大武口区户籍适龄儿童及居住在大武口区的

外来随迁子女，一年级新生于 8 月 5 日至 8 月 14 日登录“大武

口区中小学入转学服务平台（www.szsrxbm.cn）”或手机端关

注“如愿入学服务平台” 微信公众号进入系统，选择“大武口

区”入口注册填写报名信息。网上报名登记成功后，按短信通

知时间到相关地点进行审核。区教育体育局、公安分局、自然

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等部门安排专人逐一核对每个

学生的户籍、房产等相关材料，区教育体育局安排区政府教育

督导室工作人员现场监督信息核查过程。

3.信息公示：摸底登记结束后，8 月 29 日公示完全符合招

生入学政策的学生及调剂入学学生分配结果和报名时间。

4.报名注册：学生家长持入学短信通知，按照通知时间到

指定的学校报到。

（二）初中招生

1.信息登记：[大武口辖区小学应届毕业生]由所在就读的

小学进行学生基本信息导入，生成家长账号及密码。家长通过

“大武口区中小学入转学服务平台”（网址：www.szsrxbm.cn）

或手机端关注“如愿入学服务平台” 微信公众号进入系统，选

择“小学升入初中”进行信息完善。[户籍地或居住地在大武口

区就读于外省、市、县（区）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和外省、市、

县（区）秋季新转来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家长通过“大武口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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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入转学服务平台”（网址：www.szsrxbm.cn）或手机端关

注“如愿入学服务平台” 微信公众号进入系统，自主选择“小

学升入初中”进行信息注册登记，完善相关信息。

2.信息核实：区教育体育局、公安分局、自然资源局、住

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等部门安排相关人员对城市区小学毕业生

学籍信息进行核查，学校代表和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工作人员进

行现场监督。

3.分配名单：区教育体育局对已核查无误的学籍信息，通

过“大武口区中小学入转学服务平台（www.szsrxbm.cn）” 根

据所属学区进行分类和分配。

4.报名注册：学生家长持入学短信通知，按照通知时间到

指定的学校报到。

（三）劝返处理

1.及时联系：学生未按时去所分配学校报到的，学校要及

时联系家长尽快办理报到入学手续。

2.跟踪劝返：中小学超过三天未报到的学生，学校要及时

在“大武口区中小学入转学服务平台”做出标注，并报学生所

在地乡镇、街道进行跟踪，做好劝返工作。

3.调剂入学：市六中、市八中、市九中、星海中学超过三

天未报到的学生，原学校不得再接收和办理学籍手续，由区教

育体育局统筹调配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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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料审核

1.户籍资料

（1）应入学适龄儿童和房产持有人在同一户口本上的，只

提供户口本。

（2）应入学适龄儿童和房产持有人不在同一户口本上的，

需提供户口本、出生证、监护人结婚证等。

（3）监护人离异的，提供离婚证或法院出具的监护权认定

相关证明。

2.房产资料

（1）房屋所有权证和不动产登记证：提供房产证原件。

注：未办理房产证或房屋在银行抵押的：提供不动产中心

备案的购房合同正本或房屋查档证明〔请电脑登录不动产登记

综合服务平台（http://zwp.zrzyt.nx.gov.cn/#/）、或手机登

录我的宁夏、宁夏自然资源微信公众平台〕。

（2）公租房、廉租房：提供大武口区相关部门出据的公租

房、廉租房本原件及 2022 年的年费或采暖、水、电、气等生活

票据（近 3 个月）至少 2 种。

（3）租住房：提供石嘴山市房产交易管理中心备案的租房

合同，及 2022 年居住采暖、水、电、气等生活票据（近 3 个月）

至少 2 种。

说明：凡提供的房屋认证依据必须真实、有效，对在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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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取消学生学区内入学资格。

（五）有关要求

1.各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由区教育体育局正常调剂的

学生，不得违规接收学生，凡违规接收的学生，区教育体育局

一律不予办理学籍手续。学生报到注册后，同城区内不得再给

学生办理转学手续。

2.中小学新生无故不按时报到的，作疑似辍学处理，待恢

复入学后补录或更新学籍信息。各学校要做好未报到学生的追

辍工作，小学未报到的学生统计为小学辍学，初中未报到的统

计为小学和初中共有的辍学学生。

3.凡提供户籍和房产虚假信息材料的，经区公安分局、自

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等部门核查属实者，取消学

区（片区）入学资格，由区教育体育局调剂到有空余学位的学

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禁止择校，凡是学区内学生因人为择校，

在招生入学平台提交的户籍和房产信息与划定入学片区填报学

校条件不匹配的，丧失原学区内学生入学资格，也不能进入学

生在招生入学平台所填报的学校就读，按照户籍和房产信息虚

假以辖区调剂生直接调剂入学。

七、时间安排

（一）小学招生

1.宣传动员（8 月 3—4 日）：区教育体育局在“大武口区



— 20 —

中小学入转学服务平台（www.szsrxbm.cn）”和微信公众号、

政府官网等公布各小学招生范围、招生条件、招生时间、招生

人数、班数和所需提供的材料。

2.摸底登记（8 月 5—8 月 14 日）：学生家长用电脑登录

“大武口区中小学入转学服务平台（www.szsrxbm.cn）”或用

手机登录微信公众号“如愿入学服务平台”，选择“大武口区”

入口注册填写报名信息。

3.信息核查（8 月 15—17 日）：区公安分局、自然资源局、

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教育体育局等部门工作人员对网上报

名登记成功的学生进行信息审核。

4.信息补登（8 月 22—24 日）：未按时登记的学生通过电

脑登录“大武口区中小学入转学服务平台（www.szsrxbm.cn）”

或用手机登录微信公众号“如愿入学服务平台”进行信息补登。

5.公示名单（8 月 29 日）：区教育体育局于 8 月 29 日前

以短信的方式通知完全符合招生入学政策的学生分配结果及报

名时间。同时各学校将符合条件的学生名单在学校门口的公示

栏进行公示。

6.阳光分班（8 月 30 日）：一年级新生阳光分班（上午城

市区、下午星海镇及周边）。

7.学生入校（8 月 31 日）：学生入校进班报到。

（二）初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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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传动员（6 月 14—15 日）：区教育体育局在“大武口

区中小学入转学服务平台（www.szsrxbm.cn）”和微信公众号

等公布招生对象、招生时间、填报方式和所需提供的材料。

2.摸底登记（6 月 10—24 日）：学生家长用电脑登录“大

武口区中小学入转学服务平台（www.szsrxbm.cn）”或用手机

登录微信公众号“如愿入学服务平台”，选择“大武口区”入

口注册填写报名信息。

3.信息核查（6 月 25—7 日 31 日）：区公安分局、自然资

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教育体育局等部门工作人员进

行信息审核。

4.新生分配（8 月 28 日）：各学校通过“大武口区中小学

入转学服务平台”下载打印入学名单。

5.阳光分班（8 月 29 日）：七年级新生阳光分班（上午城

市区、下午星海镇及周边）。

6.学生入校（8 月 30 日）：学生入校进班报到。

（三）复查注册

9 月 5 日—9 月 30 日区教育体育局对各学校报到的学生进

行复核，复核无误的注册学籍。对城区学校违规接收录取名单

外的学生行为开展责任倒查。

咨询电话：0952-2095067、2012350

（区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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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电话：0952-4619788、2029673

（区纪委派驻第二纪检组）

附件：大武口区普通中小学招生学区范围划分详解

大武口区教育体育局

2022 年 8 月 3 日



— 23 —

附件

大武口区普通中小学招生学区范围划分详解

学校学区划分原则：根据学校建设规模、招生班数、学位

容量和招生计划，根据片区内小区数量、楼宇密度和居民入住

密度确定学校招生学区。按照城市规划的永久性街路、巷道首

尾封闭连接、小区整体划界确定学校招生学区。

（一）小学招生学区

1.市六小招生学区：帝景家园、民安小区、荣景花园、苹

果园小区、翰林庭院、建苑胡同、青松园等区域内的适龄儿童。

（具体范围为朝阳西街——贺兰山北路——胜利西街——有余

路——冶金路——有才路——裕民北路——建设西街——鸣沙

路——朝阳西街封闭连接圈定的区域），学校不得接收其他学

区的学生。

2.市七小教育集团（校本部及北校区）招生学区：金峰时

代、兴隆园小区、前进小区、都市花园、鑫元小区、政通小区、

太西小区、裕苑小区、香榭星海湾、长生花园、星湖春天小区、

星海时代花园、半岛观邸、石嘴山市金融科技中心、农指周边

等区域内的适龄儿童。（具体范围为朝阳东街——世纪大道—

—工人东街——前进北路——建设东街——文明北路——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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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街封闭连接圈定的区域，同时覆盖世纪大道以东、山水大道

以南和以北、建设东街延伸段以南的区域），学校可以接收其

他学区调剂的学生。

3.市十一小教育集团（含北校区，原十二小）：永欣园、

朝阳小区、锦绣苑、恒源水岸、城市今典小区、景苑小区、新

世纪花园、嘉禾雅园、卧龙湾小区以及铁路社区、电厂社区、

兴民村等区域内的适龄儿童。（具体范围澳门街——鸣沙北路

——建设西街——裕民北路——有才路——有余路——青山北

路——工人西街——西环路——建设西街——台湾北路——游

艺西街——永乐南路——澳门街封闭连接圈定的区域），学校

不得接其他学区的学生。

4.市十三小招生学区：丽景家园、友谊小区、运通小区、

福祥花园一区、福祥花园二区、尚层龙都、大湖公寓、湖畔家

园、永康花园、温州园等区域内的适龄儿童。（具体范围为朝

阳东街——世纪大道——无名路——永康南路——康平巷——

前进南路——朝阳东街封闭连接圈定的区域），学校不得接收

其他学区的学生。

5.市十五小教育集团（含南校区，原胜利小学）：裕民小

区、瀛洲花园、地税小区、千禧苑、文隆苑、星瀚雅居、恒远

达小区、八一小区、颐和名邸、怡心花园、思源小区、众安家

园、锦屏小区、兆源新居、胜利村、翠欣园小区、欣安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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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云花园、紫苑新居、太西花园、蓝山雅居等区域内的适龄儿

童。（具体范围为朝阳西街——文明南路——解放西街——贺

兰山南路——星光大道——永乐南路——澳门街——鸣沙路—

—朝阳西街封闭连接圈定的区域），学校不得接收其他学区的

学生。

6.市十六小招生学区：文鹏小区（1—30 号楼）、馨苑家

园、文静小区、世爵府邸、前嘉小区（原四住宅、前嘉小区三

区即 1—59 号楼）、前康小区、万盛花园、鑫鑫家苑、羊齿小

区、盛世龙鼎、众安新居、康嘉小区、阳光小区、绿城雅居等

区域内的适龄儿童。（具体范围为解放东街——文明南路——

朝阳东街——前进南路——康平巷——永康南路——黄河东街

——前进南路——四住宅分界线——文鹏小区分界线——贺南

山南路——解放东街封闭连接圈定的区域），学校可以接收其

他学区调剂的学生。

7.市十九小招生学区：仁和雅居、平安佳苑、塞上水乡、

景悦苑小区、前嘉小区（60—84 号楼）、文鹏小区（31—55

号楼）、康德小区、城市印象小区、煤苑小区、铂宫尚品小区、

枫情水岸、凯欣嘉苑、曙光华庭等区域内的适龄儿童。（具体

范围为星光大道——环湖路——黄河东街——五岳路——无名

路——永康南路——黄河东街——前进南路——四住宅分界线

——文鹏小区分界线——贺兰山南路——星光大道封闭连接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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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区域），学校可以接收其他学区调剂的学生。

8.市二十小招生学区：千汇山水人家、春晖园、文枢苑小

区、书香御景小区、商建花园、花样年华、金山名苑、恒产新

格瑞拉、汉唐庭院、凯旋城、祥和家园、永乐园、新月家园、

锦城花园、阳光苑、公安小区、供电小区等区域内的适龄儿童。

（具体范围为永乐南路——游艺西街——台湾北路——建设西

街——西环路——星光大道——永乐南路封闭连接圈定的区

域），学校可以接收其他学区调剂的学生。

9.市二十一小招生学区：红领喜来小区、首座龙庭、荣达

园、禹新花园、银龙小区、锦馨家园、富锦嘉园、民乐小区、

文安小区、沁春园、民生小区等区域内的适龄儿童。（具体范

围为朝阳东街——文明北路——建设东街——前进北路——工

人东街——青山北路——胜利西街——贺兰山北路——朝阳东

街封闭连接圈定的区域），学校可以接收其他学区调剂的学生。

10.舍予圆小学招生学区：总机修厂小区、潮湖村、潮湖雅

苑小区、九竹小区、沐春园小区、星海明珠、延和华府小区、

恒大绿洲小区、水务清华小区、紫郡新城。学校可以接收其他

学区调剂的学生。

11.府佑小学招生学区：府佑水香小区。学校可以接收其他

学区调剂的学生。

12.锦林小学招生学区：锦林一区至锦林六区，学校不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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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丽日小区和安康小区的学生。

13.丽日小学招生学区：丽日一区至丽日六区、安康小区，

学校不可接收锦林小区的学生。

14.星海小学招生学区：星海村、果园村（果园组、北沙窝

组），学校不得接收其他学区的学生。

15.二站小学招生学区：枣香村、富民村，学校可以接收其

他学区调剂的学生。

16.四站小学招生学区：祥河村，学校可以接收其他学区调

剂的学生。

17.五站小学招生学区：隆惠村、果园村（奶牛场组）、星

光村，学校可以接收其他学区调剂的学生。

18.新民小学招生学区：沐恩新居，学校可以接收其他学区

调剂的学生。

19.六站小学招生学区：临湖村，学校不得接收其他学区的

学生。

（二）初中招生学区

1.市实验中学招生学区：千汇山水人家、春晖园、文枢苑

小区、书香御景小区、花样年华、商建花园、金山名苑、恒产

新格瑞拉、卧龙湾小区、汉唐庭院、祥和家园、凯旋城、永乐

园、永欣园、新月家园、阳光苑、锦城花园、公安小区、供电

小区、恒源水岸、恒源小区、朝阳小区、城市今典、锦绣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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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花园、明慧小区、总机修厂社区、潮湖村等区域内的应

届小学毕业生。（具体范围为西环路——工人西街——鸣沙路

——澳门街——永乐南路——星光大道——西环路封闭连接圈

定的区域），学校可以接收其他学区调剂的学生。

2.市六中招生学区：绿城雅居、城市印象小区、康德小区、

煤苑小区、众安新居、盛世龙鼎、羊齿小区、康嘉小区、阳光

小区、运通小区、福祥花园、丽景家园、友谊小区、铂宫尚品

小区、枫情水岸、永康花园、温州园、尚层龙都、大湖公寓、

湖畔家园、星海时代花园、半岛观邸、凯欣嘉苑、曙光华庭、

塞上水乡、景悦苑小区、平安佳苑、前嘉小区、石嘴山市金融

科技中心等区域内的应届小学毕业生。（具体范围为星光大道

——世纪大道——黄河东街——环湖路——朝阳东街——文明

南路——解放东街——前进南路——黄河东街——文明南路—

—星光大道封闭连接圈定的区域），学校不得接收其他学区的

学生。

3.市八中西校区招生学区（原市七中学区）：思源小区、

众安家园、锦屏小区、兆源新居、胜利小区、翠欣园、欣安小

区、锦云花园、千禧苑、太西花园、建安小区、蓝山雅居、仁

和雅居、文鹏小区等区域内的应届小学毕业生。（具体范围为

星光大道——文明南路——黄河西街——青山南路——长胜路

——澳门街——永乐南路——星光大道封闭连接圈定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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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可以接收其他学区调剂的学生。

4.市八中本校区招生学区（原市八中学区）：八一小区、

恒远达小区、颐和名邸、荣苑雅居、馨苑家园、文静小区、世

爵府邸、怡心花园、前康小区、万盛花园、鑫鑫家苑、裕民小

区、瀛洲花园、地税小区、文隆苑、星瀚雅居、国税局小区等

区域内的应届小学毕业生。（具体范围为鸣沙北路——澳门街

——长胜路——青山南路——黄河东街——前进南路——解放

东街——文明南路——朝阳西街——鸣沙北路封闭连接圈定的

区域），学校不得接收其他学区的学生。

5.市九中招生学区：翰林庭院、民安小区、帝景家园、苹

果园小区、嘉禾雅园、荣景花园、红领喜来、铁路社区、电厂

社区、兴民村等区域内的应届小学毕业生和育才学校应届小学

毕业生。（具体范围为鸣沙北路——朝阳西街——贺兰山北路

——工人东街——世纪大道西北——维电路——工人西街——

鸣沙北路封闭连接圈定的区域），学校不得接收其他学区的学

生。

6.市十七中招生学区：首座龙庭、禹新花园、荣达园、银

龙小区、锦馨家园、富锦嘉园、民乐小区、金峰时代小区、前

进小区、兴隆园小区、文安小区、沁春园、民生小区、都市花

园、长生花园、太西小区、鑫元小区、政通小区、香榭星海湾、

星湖春天、裕苑小区等区域内的应届小学毕业生。（具体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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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贺兰山北路——朝阳东街——山水大道以东区域——工人东

街——贺兰山北路封闭连接圈定的区域），学校可以接收其他

学区调剂的学生。

7.市第三中学星海分校招生学区：府佑水香、水务清华、

紫郡新城、紫御华府小区、恒大绿洲、延和华府小区、沐春园

小区、星海明珠、九竹小区、潮湖雅苑小区等区域内的应届小

学毕业生。（具体范围为星光大道——世纪大道——黄河东街

——环湖路——沙湖大道——长胜路——星光大道封闭连接圈

定的区域），学校可以接收其他学区调剂的学生。

8.市丽日中学招生学区：丽日小学、锦林小学的应届毕业

生。学校可以接收其他学区调剂的学生。

9.隆湖中学招生学区：隆湖五站小学、六站小学、新民小

学的应届毕业生。学校可以接收其他学区调剂的学生。

10.隆湖一站学校招生学区：隆湖四站小学、二站小学、星

海小学的应届毕业生。学校可以接收其他学区调剂的学生。

大武口区教育体育局 2022 年 8月 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