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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区
2020 年，全区小学新生入学需求约
1.55万人，
初中新生入学需求约1.25万人。
九龙坡区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在
户籍所在地划片就近入学。鉴于划片招
生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区教委原则上
对已划定的中小学校招生服务区域不作
大的调整。
户籍地适龄儿童、少年入读学位紧张
学校，除满足“三对口”条件外，还须满足
以下两条规定：一是“六年一户”，即招生
地段内同一套住房 6 年中只能提供一户
家庭子女入学；二是“提前一年”，即必须
提前一年（2019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落
户。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本区户籍适龄儿
童由区教委调剂安排到周边学校就读。
适龄儿童、少年因父母无自购房，自
出生日起户籍一直挂靠祖父母（外祖父
母），与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在招生
服务区常住的，视为符合“三对口”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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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中小学
入学新生需求约 2.8 万人
条件，报名时除了出具前款所列手续外，
还需区县房屋产权登记中心出具的适龄
儿童法定监护人（父母双方）无房证明，
因父母离异而只能出具单亲无房证明
的，还需出示父母离婚证和子女抚养权
证明。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第一类购
房入学，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父（母）在九
龙坡区购住房（所占房屋产权的比例不
低于 51%）且居住满 1 年（截至 2020 年 4
月）。
符合上述基本条件的入学申请，按
其购房的先后时间排序，依据“排序优
先，志愿循序，额满为止”的原则，依次录
取，剩余学位安排满额后，九龙坡区不再
安排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
购房入学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安排
学位后，部分学校仍有剩余学位的，实行
积分入学。

两江新区

三所新学校建成投用
部分已建成小区实行入学过渡

2020 年 两 江 新 区 小 学 计 划 招 生
9835 人（含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初中计
划 招 生 5130 人（含 流 动 人 口 随 迁 子
女）。今年，重光小学、两江西大附中北
校区（原金州初中）、礼嘉中学金童校区
（原金童初中）3 所学校建成投用，根据学
校分布状况、学位数量与周边道路情况，
以及适龄儿童、少年入学需求、入学距离
等，确定 2020-2021 学年度义务教育公
办学校招生服务区域。
根据学校办学规模、办学条件和民
办学校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小区配套学
校业主子女、九年一贯制直升初中、小语
种学生、举办者等，严格核定民办学校招
生计划。暂不限定民办学校具体招生范
围、对象，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
的，
实行电脑随机派位摇号录取。
转非居民子女，
原则上在户籍所在地
对应招生学校申请入学，
确需在安置房所
在地入学的，由监护人提出申请，经核实
情况后，在居住地学校学位许可的情况

下，
由区教育部门安排入学。
针对部分已建成小区入学过渡，招
生政策指出中央公园片区相应适龄儿
童、少年小学可选择翠云小学、花朝小学
入学，初中由两江育才中学鸳鸯校区负
责接收；昱湖壹号、御璟湖山、樾千山等
小区相应适龄儿童、少年小学可选择礼
嘉实验小学、白马小学入学，初中由礼嘉
中学礼嘉校区负责接收；九曲河片区已
建成小区相应适龄儿童、少年小学可选
择康美二小、星湖学校入学，初中由竹林
实验学校负责接收。2020 年对口学校调
整所涉小区适龄儿童、少年，可以选择
2019 年确定的对口划片学校就读。
新开发楼盘或新建成楼栋实行报备
制。开发企业应提前主动就业主适龄儿童、
少年义务教育向区教育部门提出申请。
2020 年新建成小区开发企业未提交划片
申请，原则上不直接纳入划片招生，相应
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则由区教育部门根据
周边学校学位情况统筹安排。

两江新区
小学学校招生区域
（部分）

两江新区
初中学校招生区域
（部分）

天宫殿学校 中渝爱都会、保利香
槟花园（含 A、B、C、D 区）、渝铁西苑、仁
安龙城国际、天宫殿小区、华宇北城雅
郡、华宇北城中央、力帆棠悦、力帆枫樾、
动力国际、泰山大道东段 27 号、28 号小
区（康居二、三期）、东湖雅苑、渝铁佳苑、
晶瑞大厦、仁安里、兴馨家园、五童路后
勤基地、
海龙居、
城市童话、
龙塔华园。
童心小学 荣鼎国际、大众御湖苑、
金城地豪、天和逸苑、天工太阳岛、锦绣
山庄、锦上华庭、邮政绿苑、渝州民苑、茂
源雅居、锋尚星空、龙泉锦苑、邦兴佳苑、
恒顺雅苑、金地豪苑、北回归线、广电华
府小区、亚热带雅居、香居美舍、北城公
馆、渝环苑、天域兰湾、九建、紫露苑、人
和加油站家属院、车管所集资房及天龙
社区农转非小区。
康庄美地第二小学 康庄美地 C
期、
D 期、
E 期。
两江新区人民小学 根据原定招生
条件进行招生。
星湖学校 融创凡尔赛（含凡尔赛
花园、领馆）、东原（含东原星樾、湖山
樾）、康田蔚蓝海、龙湖尘林间、龙湖舜
山府。
行远小学 华夏城、万年景苑、小城
故事、邢家桥社区、京海小城、加新花园
一期、人和家园、爱家苑、鼎科阿布阿布、
富悦景苑、龙寿路 608—1014 号区间双
号、万年路 255 号、309 号、420-436 号，枫
山秀景、万紫山、人和花园、俊和新青年、
埔海万年楼、人和兴业路小区、光宇·阳
光新苑、
隆天景苑、
龙寿巷 15 号。
博雅小学 北大资源博雅、康桥融
府、
湖霞郡、
约克郡北郡（不符合两江新区
人民小学招生条件的适龄儿童）、金科时
代中心、
洋丰圣乔维斯、
碧桂园中骏天玺。
花朝小学 花 朝 小 区 、万 科 金 开
悦府 。
民心佳园小学 民心佳园小区。

金溪初中 复地、金山名都、尚岭花
园、保利高尔夫花园、保利公馆、绿地翠
谷、逸翠庄园、保利华庭、保利豪园、爱加
丽都、爱加西西里、叠彩城、金汇苑、好望
山、
奥园部分区域（1、2、3、4、7 期）。
星辰初中 华宇上院、万科城（含哲
园、颐府、御澜山）、玥湖园、
金州苑、
象屿
两江、
约克郡南郡、
龙湖水晶郦城、
龙湖西
苑、龙湖香樟林、枫林秀水、财富中心、劲
力五星城（一期、
二期）、
尚源印象、
北岸新
洲、九龙湖畔、创业公寓、欧瑞蓝爵公馆、
融创凡尔赛（含凡尔赛花园、领馆）、东原
（含东原星樾、
湖山樾）、
康田蔚蓝海、
龙湖
尘林间、
龙湖舜山府、
恒大翡翠华庭、
恒大
御景半岛、
恒大山水城、
协信星都会、
荣鼎
国际、
大众御湖苑、
金城地豪、
天和逸苑。
两江巴蜀中学 龙湖两江新宸、华
侨城、
晟景台。
竹林实验学校 江与城（含新江与
城一期 1、2、3 组团）、天元道、天骄公园、
楠竹苑、慈竹苑、水竹苑、商业中心、页岩
村、康庄美地 A 区、B 区、C 区、D 区、E
区、
金竹苑、
银竹苑。
两江育才中学鸳鸯校区 力帆红星
广场、蓝湖郡、两江名苑、公园一号、金城
银樽、北湖郡、财信小区，以及融科蔚城、
海阔天空一期、橡树澜湾、金湖湾、丹鹤、
白鹤小区，怡和苑、丰源丽景、盛世年华、
万兴家园、中冶北簏原、鸳鸯花园、瑞骏
景园、海阔天空二期、翠云花园、南山花
园、联发瞰青、建工未来城、建工悦城、尚
格博园、尚格锦园、水木阳光、海丰金润、
花朝小区、万科金开悦府、美利山、园丁
梦园、大雅金开国际、大雅云居山、金开
大道 1222 号。
两江西大附中北校区 北大资源博
雅、康桥融府、湖霞郡、约克郡北郡、世
茂·茂悦府、金科时代中心、恒大世纪城、
洋丰圣乔维斯、碧桂园中骏天玺。
（以各区教育部门最终发布为准）

高新区

对口划片学校容量不足按户籍
迁入住址顺序安排学位

高新区直管园内户籍适龄儿童入读
公办小学分三类情况。
一是入读非学位紧张学校。高新区
直管园内户籍小学适龄儿童按照“三对
口”原则，即适龄儿童与父（母）的户口、
房屋产权证和实际居住地一致，免试划
片入学。适龄儿童因父母无自购房，自
出生日起户籍一直挂靠祖父母（外祖父
母），与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在招生
服务区常住的，视为符合“三对口”入学
条件。适龄儿童户籍在高新区直管园
内，但不满足“三对口”原则，由公共服务
局统筹安排入学。
二是入读学位紧张学校。除满足
“三对口”外，学位紧张小学校六年内为
同一住房对应户籍户主合法养育的子女
提供学位（简称“六年读一户”
）。独立拥
有住房产权的，家庭人均不低于重庆市
申请公租房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标准；
共同拥有住房产权的，法定监护人、适龄
儿童的不动产权份额达到 51%（含）以上
且家庭人均不低于重庆市申请公租房的

渝北区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标准。
三是对口划片学校因容量限制导致
不能全部接收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入
学，按适龄儿童户籍迁入现住址时间先
后顺序安排学位，未能接收部分适龄儿
童由公共服务局统筹安排入学。
高新区直管园内户籍学生入读公办
初中，按照“相对就近、免试入学、对口派
校、区域统筹”
的原则入学。
市级直管公房、区级直管公房、单位
直管公房连续租住、迁户满三年及以上
的家庭适龄儿童按“三对口”原则入学，
未 达 到 条 件 者 ，由 公 共 服 务 局 统 筹 安
排。征地、征收（拆迁）户子女、配住廉租
房、公租房的本市户籍人员子女申请接
受义务教育的，按相关政策规定及政府
审定的补偿安置方案执行。严格执行
《重庆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办
法》
（渝教基发〔2016〕84 号），坚持“人籍
一致、籍随人走”的原则，公租房、廉租房
承租户实行非直管园内户籍义务教育在
读学生
“家庭退租、孩子转学”
。

要读重庆八中等学校
二手房业主子女需迁户入住五周年

渝北区 2020 年小学计划招生 16250
牺牲或伤残警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人，初中 12860 人。对于符合“三对口”
队伍人员、在渝北工作的外籍专家、政府
条件，迁入户籍未满 1 年的适龄儿童、少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其子女接受义务教
年，由区教委统筹安排入学。符合“三对
育按照相关规定，由区教委统筹安排入
口”条件，本人和法定监护人房屋产权份
学。在区外就读的小学毕业生，原则上
额未达 51%的适龄儿童、少年，由区教委
在就读学校参加小学毕业考试，持毕业
统筹安排入学。
证、户籍资料、房产资料到对口初中申请
建立规范招生制度，破除跨区域掐
入学，也可按照相关政策在毕业学校所
尖招生、义务教育招生录取与社会培训
在地申请就读初中。
机构或各类竞赛考试证书挂钩等突出问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庆市第八中学
题，根治学校招生乱象。坚持规范行为
校、渝北区数据谷中学校、渝北区巴蜀小
与提升质量并重，形成良好教育生态环
学校、渝北区空港新城人和街小学校等学
境，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位紧张的学校招生范围内，
二手房业主子
由拆迁、征地实施镇（街）开发办于 6
女需迁户入住满五周年才能按“三对口”
月 20 日前统一造册报区教委统筹安排
政策入学，
迁户入住未满五周年的二手房
入学。龙兴、石船区域的开发人员主要
业主子女由区教委统筹安排入学。与购
安排在龙石片区就读。烈士、符合条件
房业主一并迁户并共同居住的子女按照
的现役军人、华侨、援藏干部、港澳台同 “三对口”
政策入学，
因婚姻变化新迁入户
胞、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公安英模和因公
的适龄儿童由区教委统筹安排入学。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林祺 秦健 陈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