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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教发〔2021〕39 号

关于印发《邵阳县 2021 年城区初中招生
工作方案》的通知

局机关各股室站、各县直学校、乡镇场中心学校、民办石齐学校：

《邵阳县 2021 年城区初中招生工作方案》已经局党组研究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贯彻，并严格遵照执行，切实

做好城区初中招生工作。

邵阳县教育局

2021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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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 2021 年城区初中招生工作方案

为了有效化解城区学校大班额现象，切实解决进城购房、

经商、务工等人员子女入学问题，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根据《湖

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

见》（湘教发[2021]16 号）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学前教育、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邵教通[2020]34 号）的文

件精神和要求，特制订城区初中招生工作方案。

一、招生对象

县城所有小学毕业生，部分农村小学毕业生（含进城购房务

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

二、招生计划

邵阳县一中初中部：招收 6 个班，每班 50 人，计 300 人（其

中面向农村小学最多招收 100 人）；

邵阳县第十一中学：招收 19 个班，每班 50 人，计 950 人；

塘渡口镇中学：招收 19 个班，每班 50 人，计 950 人；

芙蓉学校初中部：招收 4 个班，每班 50 人，计 200 人（其

中面向县城城区外最多招收 80 人）；

思源学校初中部：招收 4 个班，每班 50 人，计 200 人（其

中面向县城城区外最多招收 80 人）；

塘渡口玉田中学：招收 10 个班，每班 50 人，计 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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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齐学校初中部：招收 26 个班，每班 50 人，计 1300 人（其

中除石齐小学部外，面向县内招收 700 人）。

以上共计 88 个班，4400 人。

三、招生原则

坚持“免试就近、多校划片、统筹兼顾”的原则，在县教育

局的协调指导下统一实施。

1、各校按划定的区域进行招生，不得跨区域招生。

2、严格按招生计划招生，任何学校未经教育局批准，不得

超计划招生。

3、严禁各学校举办特长班、重点班、实验班。

4、学位的优先保障次序：

城区公办初中学校的七年级学位，按“①有户口有房产（两

证生）；②有户口或有房产或军转工调（一证生）；③进城经商务

工（随迁子女）”的顺序保障学位。若报该校并符合条件的三个

类别学生未超过该校的学位数，则全部录取。若“两证生”和“一

证生”总人数已达到该校的学位数，则不再接收“随迁子女”就

读；若有空余学位，且三个类别学生的总数超过该校的学位数，

则“随迁子女”参与电脑随机派位，确定录取名单，未被录取的

分配到其他学位有空余的学校。

城区民办石齐学校初中部七年级学位，优先保障石齐学校本

校的小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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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生区域

1、邵阳县一中初中部：面向全县招生，以县城生源为主。

2、邵阳县第十一中学、塘渡口镇中学：县城城区（芙蓉学

校初中部和思源学校初中部招生区域除外）。

3、芙蓉学校初中部：塘渡口镇罗吉村、红石社区的原江边

村和园艺场、大坝村、云山村、峡山社区福康大道及 356 国道北

侧区域。

4、思源学校初中部：原双合完小招生区域：双合社区、楠

木村、双冲村、岐山村。

5、塘渡口镇玉田中学：玉田村、白羊铺村、海棠村、良山

村、石虎村、东山村、红石社区的原庙元村和红石村、榨木桥村。

6、石齐学校初中部：面向全县招生。

五、报名方式

1、所有填报城区初中的小学毕业生必须在“邵阳县义务教

育入学报名系统”进行报名（网址：https://syx.hnxuexi.cn/，

以下简称入学报名系统）。

2、报名方式：分“学校审核报名”和“家长自主报名”两

种。由教育局根据学校具体情况，决定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报名，

具体参看招生流程。

（1）“学校审核报名”：即由家长先向招生学校提供相关材

料，经招生学校和县教育局审核，符合报名条件的，由学校在网

https://syx.hnxuex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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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填报，学生及家长在入学报名系统里补充相关信息。

（2）“家长自主报名”：即由学生或家长在入学报名系统，

选择相应报名标题、相应学校填报志愿。根据报名类型，必须选

择上传相应的资料图片。上传的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凡核查出造

假者，由教育局最后随机分配到其他学校：

“两证生”，即有户口有房产（两证）需要上传的资料：①

学生及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图片；②父母（或

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房产证图片。

“一证生”，即有户口或有房产或军转工调（一证）需要上

传的资料：①学生及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图片；

②有房产类别的提供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房产证图片，

军转工调类别的提供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证明图片。

“随迁子女”，即进城经商务工随迁子女需要上传的资料：

①学生及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图片；②经商类

提供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营业执照图片，进城务工类提

供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城区务工劳动合同图片；③租房合

同图片、租房房主房产证图片。

六、招生流程

城区公办小学毕业生网上报名时间：6 月 5 日至 20 日。学

生及学生家长仅能进入一个报名入口（报名标题），选择一所学

校填报，且填报志愿后无法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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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审核、中心学校审核与教育局终审备案、电脑随机派

位时间：6 月 21 日至 6 月 30 日。

城区公办小学毕业生录取情况查询时间：7 月 1 日至 7 月 5

日，登录入学报名系统查询。

报名标题（报名入口）：

标题一：全县小学毕业生申请就读“邵阳县一中初中部”。

1、报名条件：经邵阳县一中初中部和教育局审核通过的学

生。

2、报名方式：采用“学校审核报名”的方式。审核通过后，

学生家长补充学生及家庭的相关信息。

3、录取流程：学校审核录取，报教育局终审备案。

标题二：城区小学毕业生申请就读第十一中学或塘渡口镇

中学。

1、报名条件：县城城区（芙蓉学校初中部和思源学校初中

部招生区域除外）的“两证生”、“一证生”或“随迁子女”进入

此标题填报。只能选择捆绑志愿“第十一中学或塘渡口镇中学”，

不能单独选择“第十一中学”或“塘渡口镇中学”。

2、报名方式：采用“家长自主报名”的方式，在入学报名

系统进入此报名标题，根据学生及家庭实际情况选择“两证生”、

“一证生”或“随迁子女”的类型，填报捆绑志愿“第十一中学

或塘渡口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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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录取流程：符合此标题条件的学生，审核通过后，由教

育局统一组织电脑随机派位，分配到第十一中学或塘渡口镇中

学，教育局终审备案。

标题三：城区小学毕业生申请就读芙蓉学校初中部、思源

学校初中部、塘渡口镇玉田中学。

1、报名条件：芙蓉学校初中部、思源学校初中部、塘渡口

镇玉田中学的招生区域的“两证生”、“一证生”或“随迁子女”

进入此标题填报。进入此标题填报自己所在区域的初中学校，并

上传相关的证明资料图片。

2、报名方式：采用“家长自主报名”的方式，在入学报名

系统进入此报名标题，根据学生及家庭实际情况选择“两证生”、

“一证生”或“随迁子女”的类型，填报区域内学校。

3、录取流程：符合此标题条件的学生，学校审核通过后，

确定录取名单，报教育局终审备案。

标题四：非城区小学毕业生申请就读第十一中学、塘渡口

镇中学、思源学校初中部、芙蓉学校初中部、塘渡口镇玉田中学。

1、报名条件：非城区小学毕业生（含六年级在县内、县外

学校就读），符合“两证生”、“一证生”、“随迁子女”条件，可

申请就读城区五所公办初中学校，

2、报名方式：采用“学校审核报名”的方式。

3、报名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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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证生”，即有户口有房产类（两证）：报名时间：7

月 5 日，报名地点：邵阳县教育局四楼会议室。

（2）“一证生”，即有户口或有房产或军转工调类（一证）：

报名时间：7 月 6 日至 7 日，报名地点：邵阳县教育局四楼会议

室。

（3）“随迁子女”，报名时间：7 月 8 日至 9 日，报名地点：

邵阳县教育局四楼会议室。

4、7 月 12 日至 7 月 15 日，学生及家长在入学报名系统中

查询录取结果，并补充学生及家庭的相关信息。

标题五：石齐学校小学部毕业生申请就读“石齐学校初中

部”。

1、报名条件：石齐学校小学毕业生。

2、报名方式：采用“家长自主报名”的方式，不需要上传

资料图片。

3、录取流程：学校审核录取，报教育局终审备案。

标题六：县内非石齐小学部的毕业生申请就读“石齐学校

初中部”。

1、报名条件：全县小学毕业生。

2、报名方式：采用“家长自主报名”的方式，不需要上传

资料图片。

3、录取流程：学校审核通过后，确定录取名单，报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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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备案。

七、时间安排

1、6 月 4 日：召开志愿填报培训会议。

2、6 月 5 日至 20 日：城区公办小学毕业生网上报名。

3、6 月 21 日至 30 日：电脑随机派位时间。

4、7 月 1 日至 7 月 5 日：城区小学毕业生录取情况查询。

5、7 月 5 日：非城区小学毕业生“两证生”报名。

6、7 月 6 日至 7 日：非城区小学毕业生“一证生”报名。

7、7 月 8 日至 9 日：非城区小学毕业生“随迁子女”报名。

8、7 月 12 日至 7 月 15 日，申请就读城区公办学校的非城

区小学毕业生，在入学报名系统中查询录取结果。

八、工作要求

1、加大政策宣传。县教育局、各招生学校和中小学校要加

强招生政策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解读招生政

策，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2、严明招生纪律。各学校要密切配合，服从县教育局统一

安排，严格按照招生方案开展招生工作。校长为招生工作第一责

任人，对招生工作负完全责任，一旦出现工作上的偏差，直接追

究校长责任。

九、本方案中的其他未尽事宜，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处理，

本方案解释权归邵阳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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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邵阳县 2021 年城区初一新生网上报名流程

一、网上报名流程

1、第一步：注册

进入入学报名系统（https://syx.hnxuexi.cn/），输入学生

身份证号、登录密码（自行设置，牢记密码）、确认密码、验证

码，选择报名类型为“初一报名”，最后点击注册。

2、第二步：登录

进入邵阳县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输入学生身份证号、登

录密码、验证码，选择“初一报名”，点击登录。

3、第三步：选择入口

登录后，进入“报名入口”，选择正确的标题：

标题一：全县小学毕业生申请就读“邵阳县一中初中部”

标题二：城区小学毕业生申请就读第十一中学或塘渡口镇中学

标题三：城区小学毕业生申请就读芙蓉学校初中部、思源学校初

中部、塘渡口镇玉田中学

标题四：非城区小学毕业生申请就读第十一中学、塘渡口镇中学、

思源学校初中部、芙蓉学校初中部、塘渡口镇玉田中学

标题五：石齐学校小学部毕业生申请就读“石齐学校初中部”

标题六：县内非石齐小学部的毕业生申请就读“石齐学校初中部”

选择正确的标题进入后，即打开《初一学生报名信息表》。

4、第四步：填表

在《初一学生报名信息表》内，选择学校名称、报名类别、

https://syx.hnxuexi.cn/


11

输入学生姓名、添加学生户口影印件、输入学生现住地址、通讯

地址、家庭地址（即户口地址）、邮政编码等信息，输入父亲与

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姓名、户口所在地行政区划、现住

址、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等家庭人员信息，并按报名类别要求上

传相关资料图片。

5、第五步：提交

在《初一学生报名信息表》填写完成（带*的项为必填项）

及证件照片添加完成后，点击提交，提示提交成功即完成网上报

名。

6、第六步：查询

提交成功后，随时可以查看学校、中心学校与教育局审核进

度情况。方法是：登录进入报名系统，点击“报名进度”，再点

击“查看详情”，可以查看报名情况及审核情况。

二、网上报名注意事项

1、必须用学生身份证号注册，并须牢记密码。密码遗失后，

需要家长把学生姓名身份证号报学校管理员、学校管理员报中心

学校管理员、中心学校报教育局，由教育局管理员修改密码，再

逐级返回密码给家长。

2、填表要完整、准确，确保无误后方可提交。

3、在选择报名类型时，一定要选择“初一报名”（不能选择

“小一报名”或“插班生报名”）。

4、慎重选择学校填报，一经填报不能修改。确因操作失误，

在审核前，到填报的学校申请删除，学校删除该生原报名表后方

可重新录入。

5、不得提供虚假资料，一经查实作假，城区学校不得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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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流到城区周边学校就读。

6、尽可能用电脑填报，这样页面显示才直观。如果用手机

填报，进入报名系统后，把屏幕缩小，才可以看到网页全貌；屏

幕放大，可看清文字；拖动网页，填写才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