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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学位申请管理办法问答

招生学校

河东镇第一小学
（拟更名县第十二小学）

河东镇河口小学
（拟更名县第十三小学）

河东镇下坝小学
（拟更名县第十四小学）

河东镇沙渴小学
（拟更名县第十五小学）

河东镇第五小学
（拟更名县第十六小学）

兴华中学

华新中学

兴华中学大坝校区
（拟更名华立中学）

河东中学

河口中学

学区范围

澄塘村、苑河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水寨大桥东端至琴江中学路口的水梅路以南、水寨大桥至

琴江大桥的水中堤以东、琴江大桥东端至双华路口（红绿灯）的河东大道以北、河东大道范围的河

东派出所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琴江壹号、华东花园小区的适龄儿童少年；居委户口且有学区范

围内房产证的适龄儿童少年。

河口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客天下幸福湾花园小区的适龄儿童少年。

下二村、高榕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下一村上园、围肚里、茶园里、田心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建

裕大厦小区的适龄儿童少年。

沙渴村、宝瑞村、下村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下一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水梅路以北河东派出所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寨丰花园、东苑新

城、河东花园小区的适龄儿童少年；居委户口但无学区范围内房产证的适龄儿童少年。

华侨北街（县公安局对面）以东至滨江中路向北到中小企业局延伸至犁滩村（东方街、前进街），县
公安局右侧小巷至科技街接水潭东路（宏达路与水潭东路交叉路口）向北到水潭西路和水寨大道
交叉处（鸿云广场红绿灯），河口大桥以西至五华大桥以东，水寨大道（交警大队）以北至五华大
桥，华一南路（华美宾馆至长安实业公司）以西，城西路以东，五华县红木家具产业园（含红木家具
产业园）以南至碧桂园凤凰城（不含碧桂园凤凰城）以北，上述范围内的华兴和水寨派出所居民户
籍适龄儿童少年；水寨镇大布村、犁滩村、大岭村、罗湖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华侨北街（县公安局对面）以南至滨江中路向南延伸经滨江南路到琴江大桥（含公园路），县公安

局右侧小巷至科技街接水潭东路（方正路口）向北至水潭东路和华一中路交叉处（华益加油站红

绿灯）以南，华一南路（华美宾馆至长安实业公司）以东，老河道公园门口向东经建设路（含县中医

院）到公园路，上述范围内的华兴和水寨派出所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水寨镇大布村、上坝

村、坝美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水寨镇大湖村、澄湖村、莲洞村、平湖村、大沙村、七都村、高车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大坝居委
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县消防大队、县环卫所、县卫健局和县医院居住小区的适龄儿童少年；大湖
堤、澄湖堤（金岸华府小区）、五华大桥北端至高级中学的水寨大道的商住户的适龄儿童少年。

河东镇澄塘村、居委、下一村、下二村、高榕村、下一村上园、围肚里、茶园里、田心、沙渴村、宝瑞

村、下村村、走马村、增塘村、燕塘村、苑河村、东溪村、太和村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河东镇河口村、黄湖村、牛石村、赛洞村、布头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客天下幸福湾花园小区的
适龄儿童少年。

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学区划分表
招生学校

县第一小学

县第二小学

县第三小学

南山小学

县第五小学

华强学校

黄狮小学

水寨镇第一小学
（拟更名县第八小学）

水寨镇玉茶小学
（拟更名县第九小学）

水寨镇第二小学
（拟更名县第十小学）

水寨镇澄湖小学
（拟更名县第十一小学）

学区范围

水寨镇华兴南路300号（鑫港城）起点的华兴南路以北经华兴中路到华一路交叉处（新华伟大酒

店）、华一中路以南、华一南路以东、华兴南路（老河道公园至鑫港城）以北，上述范围的华兴和水寨

派出所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水寨镇大布村新红、革新、向前、红一、红旗、春风、新兴一、新兴

二、余德、和平、卫东、红星、建新、民主、上门、半岭、高红、禾坪、禾一、禾二、红兴一、红兴二、城门、东

升、卫新、跃进、东风、东方、红日、红云、红兴、红卫、团结和永红等生产队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华一东路（新华伟红绿灯）以南经滨江中路至水寨大桥，华兴中路（水寨大桥下）以东至华一路交

叉处（新华伟大酒店），上述范围的华兴派出所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水寨镇犁滩村户籍的适龄儿

童少年。

华一东路北至中小企业局（含前进街、东方街、文化街、华兴北路），西起河口大桥至员瑾堤中段，
华一中路以北（新华伟红绿灯到华景新城），上述范围的华兴和水寨派出所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
少年；水寨镇大布村新光生产队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水寨大桥至老河道公园的华兴南路以南，滨江南路，上坝堤，公园路，园新路，上述范围内华兴派

出所适龄儿童少年、水寨镇派出所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五华大桥东至员瑾堤中段，五华大桥南至工业园大门口红绿灯的水寨大道以东，华景新城至华益
加油站、交通路、工业二路以北（城西路、华景新城小区、鸿景花园小区），华辉花园以北至五华红
木家具产业园以南，上述范围华兴和水寨派出所的居民适龄儿童少年；水寨镇大岭村、罗湖村户
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员瑾村居住在学区范围内的适龄儿童少年。

工业二路以南的水寨大道，工业三路、工业四路、工业五路、工业二横路（碧桂园小区、御景豪庭、

金泰华府小区、奥园小区），新老水安线两旁，老河道公园以西，布新南路（五华奥体中心红绿灯）

以西，上述范围内的华兴和水寨派出所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水寨镇黄井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

年，员瑾村居住在学区范围内的适龄儿童少年。县黄狮小学、水寨镇第一小学（除上坝村、坝美

村、良美村深美片户籍外）水寨镇玉茶小学学区范围内的毕业生到华强学校就读初中。

水寨镇黄狮新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工业一路以南、工业二横路以西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碧
桂园凤凰城、万宁华府、万宁和府小区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

水寨镇上坝村、坝美村、良美村深美片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布新中路以东、琴江公路以西和琴

江大桥西端至布新南路（五华奥体中心红绿灯）路口的水寨大道两边的商住户适龄儿童少年。

水寨镇协和村、良美村良树片、河尾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琴江新城玉茶片商住户的适龄儿童
少年。

水寨镇大湖村户籍、大坝居委会户籍（居住在大湖村）的适龄儿童少年；高车村户籍的4至6年级

学生;县卫健局、县人民医院家属区华兴派出所和水寨派出所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河口大桥北端

至五金街路口的水华公路以东、五金街路口至长乐大桥西端的梅华公路以西、大湖堤的商住户的

适龄儿童少年。

澄湖村、莲洞村户籍、大坝居委会户籍（居住在澄湖村）的适龄儿童少年；河口大桥北端至五金街
路口的水华公路以西、五金街以南、五华大桥北端至五金街路口的水寨大道以东、澄湖堤的商住
户的适龄儿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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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今年非学区户籍适龄儿
童少年入读城区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
要实行积分入学？

答：实行积分入学政策是解决大
班额问题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县城
市化进程快速发展，人居环境不断改
善，县城就业人员急剧增加，城区义务
教育学校学位供给矛盾剧增，为进一
步加强非城区学校学区户籍适龄儿童
少年义务教育管理，缓解县城义务教
育学校学位供给矛盾，更好地解决非
城区学校学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
义务教育问题，完善我县非学区户籍
适龄儿童少年入读我县城区义务教育
学校制度，推动我县经济社会科学发
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国务院关于解决农
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广东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和上级有
关消除大班额的文件精神，结合我县
实际，出台了《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学
校起始年级学位申请管理办法（试
行）》，实行积分入学政策。

问：城区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学
位相关规定能否长期实行？

答：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相
关规定，是为全面提升城区周边学校办
学质量，有效解决城区中心学校大班额
问题的有效举措，相关规定在多方论证，
反复征求意见以后，经县政府常务会议、
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的我县政策性文
件，以后会长期实行。

问：拟设立的县直属学校能否保证
办学质量？

答：拟设立的县第八小学至县第十
六小学，将于今年开始并在两年内逐步
完成校舍场室升级改造，通过与县城区
中心学校全面托管方式，提升学校管理
水平和师资质量，保证拟设立的县直属
学校办学质量与现县直属学校同步。

问：城区学位严重不足，如果不能在
城区就近入学，政府如何解决城郊学校
的公共交通问题？

答：政府交通管理部门正在全面调
研论证，逐步完善县城区域内公共交通
线路和附属设施，并逐步向城郊延伸，解
决城郊学校学生上下学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的问题。

问：符合城区学校入学条件，但未
按时在本学区申请学位，能否补办入
学手续？

答：虽符合城区相关学校入学条件，
但未能按时在本学区申请学位，需看学
校学位情况，如尚有学位，可以予以解决，
如学校已无学位，可请求县教育局调配
到城区其他有学位的学校入学。

问：城中村民户口迁出，但孩子仍跟
随祖父祖母户籍，能否在祖父祖母户籍
所在学区申请学位？

答：可以，但需出示其祖父祖母监护
人的证明。

问：城区学校报读小学一年级，对年
龄有什么要求？

答：2020年报读城区学校小学一年
级，年龄应为2014年2月28日（含当日）
前出生的适龄儿童。

问：什么是学区户籍生？
答：对照拟就读学校的学区，如户籍

和现居住地均符合该学校学区规定则属
于该学校学区户籍生。

问：学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如何
申请学位？

答：学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的监护
人关注“五华教育”公众号按操作流程进
行学位申请。

问：非学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如何
申请学位？

答：非学区户籍（积分）生，家长可选
择其中一名监护人的信息，按华府办

〔2020〕7号文申请积分入学。
问：“现居住地”信息，需提交哪些证

明材料？
答：现居住地证明材料包括房产证

或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出具缴款凭证
或购房契税），无房产证的（自建房、房产
被抵押、小产权房、出租房等）提供半年的
水电网络缴费单，出租房同时提供派出
所备案的租赁合同。

问：户籍不在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学
区，但监护人在城区有房产的适龄儿童
少年，如何报读城区义务教育学校？

答：监护人可通过积分方式，同时申
请3所有空余学位的城区义务教育学校。

问：学区户籍生，但父母没房产，和
小孩的祖父母一起住在县第五小学的学
区范围，能否申请报读县第五小学？

答：可以。但要提供户籍材料和父
母（监护人）在县城范围没有房产的证明。

问：单独户籍，未显示合法监护人，
能否在户籍所在学区申请学位？

答：可以，但其监护人须居住在拟读
学校学区。

问：租住未经公安机关备案的有产
权套房，能否申报入学积分？

答：可以按华府办〔2020〕7号文规定
申请积分入学。

问：孩子的户籍是水寨镇澄湖村农
业户口，但常年居住鸿云花园（监护人有
房产证），可以申请入读县五小吗？

答：可以申请积分入学。
问：小孩的户籍是水寨镇澄湖村农

业户口，随其父母住在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鸿云花园，可以申请入读县五小吗？

答：可以按华府办〔2020〕7号文规
定，按监护人一方的信息申请积分入学。

问：我是大岭村外嫁女，我和小孩户
口不在大岭村但常住娘家（外婆家），可以
申请入读五小吗？

答：可以申请积分入学。

问：父母（监护人）和小孩的户籍是
员瑾村，但父母（监护人）在员瑾市场有自
建房店面做生意并常住店中，可以申请
入读五小吗？

答：可以。必须按户籍生提交相关
证明材料。

问：父母（监护人）和小孩的户籍不
是员瑾村，父母（监护人在员瑾市场爷爷
奶奶的自建房店面做生意并常住店中，
可以申请入读五小吗？

答：可以申请积分入学。
问：哪些非学区户籍的适龄儿童少

年享受特殊政策，不用积分入学，可以直
接就近入学？

答：随军和烈士，高层次人才，消防
救援子女、见义勇为、抗疫救灾英雄等对
社会有突出贡献的各类教育优待政策及
体校生子女入读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交
教育局，核定后，由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就
近入学。

问：未被申请就读学校录取的适龄
儿童少年怎么入学？

答：未被申请就读学校录取的适龄
儿童少年确因特殊原因，可向教育局提
出书面申请，教育主管部门按照申请人
的实际，依据积分高低统筹安排到城区
内有学位的公办学校就读。经以上程序
仍未能入学的，由监护人自谋入学。

问：积分办法中的基本项目积分和
加分项目积分所涉及的申请人能否是不
同的监护人？

答：不可以，必须是同一监护人。
问：适龄儿童少年因父母已经死亡

或者丧失监护能力，如何确认监护人？
答：须出具以下文件之一:
(1)多监护人之间经公证机关公证的

监护协议。
(2)原监护人指定监护人的遗嘱。
(3)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

政部门指定监护人的文书。
(4)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

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
护人的文书。

(5)生效的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的法
律文书

问：如何计算积分？
答:学校将联合有关部门对申请人

提交的积分材料进行核实，并按照华
府办〔2020〕7号文计算积分，积分结果
进行公示。

问：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如何计算积
分？

答：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服务每满50
小时积1分，最高不超过5分，提供志愿者
机构出具的相应证明。

问：参加献血活动如何计算积分？
答：每参加一次献血得1分，最高不

超过5分，提供献血证明。
问：参加慈善捐赠如何计算积分？
答：接受捐赠的单位必须是五华县

人民政府和五华县辖区各镇人民政府认
定的慈善机构，每5000元积1分，最高不
超过5分，提供捐赠证明。

问：表彰奖励如何计算积分？
答：在我县近5年工作或生活期间，

获得市级或以上表彰的加10分，县级表
彰加5分。

问：劳动就业如何计算积分？
答：在五华县签订劳动合同年限，需

提交用人单位缴交的社保证明。申请人
在我县服务的年限可以累计积分，在五
华县签订劳动合同年限每满1年加1分，
总分不超过10分。

问：社会保险如何计算积分？
答：个体工商户近3年生产经营累计

纳税额或个人近3年缴纳工资薪金个人
所得税税额情况，申请人有个体工商户
纳税或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可
以累计积分，总分不超过15分。提供工
商登记注册证、当年的纳税税票或税务
部门出具的纳税证明，税额可累计。

问：居住条件如何计算积分？
答：在我县城区合法购房或合法自

建房并常居住，给40分；
由我县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城区

的宿舍居住，给20分；在我县城区合法或
经派出所备案的出租屋居住，给10分。

问：文化程度如何计算积分？
答：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给 10

分；具有本科学历的，给8分；具有大专学
历的，给 6分；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的，给
4分；具有初中学历的，给2分。

问：专业资格如何计算积分？
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证

书，国家职业资格二级（技师）、一级（高级
技师）证书的，给10分；具有初级专业技
术职称证书，国家职业资格三级（高级工）
证书的，给8分；具有国家职业资格四级
（中级工）证书的，给5分；具有国家职业
资格五级（初级工）证书的，给 3分。

问：积分公示哪些内容？
答：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根据招生名

额，确定招收非城区学校学区户籍适龄
儿童少年的学位数，按照申请人学位积
分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并向社会公示，接
受社会的监督，公示期7天。

问：那些学校为城区义务教育学校？
答：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是指：县第一

小学、县第二小学、县第三小学、南山小
学、县第五小学、华强学校、黄狮小学、水
寨镇第一小学（拟更名为“县第八小学”）、
水寨镇玉茶小学（拟更名为“县第九小
学”）、水寨镇第二小学（拟更名为“县第十
小学”）、水寨镇澄湖小学（拟更名为“县第
十一小学”）、河东镇第一小学（拟更名为

“县第十二小学”）、河东镇河口小学（拟更
名为“县第十三小学”）、河东镇下坝小学
（拟更名为“县第十四小学”）、河东镇沙渴
小学（拟更名为“县第十五小学”）、河东镇
第五小学（拟更名为“县第十六小学”）、兴
华中学、华新中学、兴华中学大坝校区（拟
更名为“华立中学”）、河东中学、河口中
学，以下简称“城区义务教育学校”。

问：适龄儿童少年转学到城区义
务教育学校非起始年级，要实行积分
入学吗？

答：不用。转学到城区义务教育学
校非起始年级应到教育局审批相关手
续。根据城区中心学校实际，不办理转
学业务。

问：什么是高层次人才，我是一个公
司的经理算不算？

答：不算。高层次人才界定为：全日
制博士研究生、高级技师、副高级职称以
上人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技师（国家职
业资格二级）；其他具有特殊专业技能、业
绩特别突出的急需紧缺人才。

问：港澳台、外国籍的子女入学有无
优待？

答：无优待，需要积分入学，积分同
等下，优先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