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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阴县教育局

2022 年城区小学招生方案

根据《汤阴县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2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

作的通知》（汤教〔2022〕115 号）文件精神，特制定《2022 年

城区小学招生方案》如下：

一、招生原则

2022 年纳入城区招生小学：政通路小学、岳飞小学、向阳

路小学、星阁路小学、文王小学、信合路小学、中华路小学、精

忠小学、光华小学、德贤小学、夏都小学、人和大道小学（新建）。

（一）坚持依法依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义务教

育阶段招生入学政策。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要履行教育监管责任，依法保

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二）坚持属地管理。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关于义务教育实行“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的规定，我

县招生入学工作由县教育局负责统筹安排。各乡（镇）中心校、

初级中学和局属各中小学具体实施。

（三）坚持相对就近、免试入学。义务教育学校实行公示招

生范围、划片招生、注册入学。合理规划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加

强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满足学生入学需要，确保

每个适龄儿童（少年）相对就近入学，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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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公开招生信息，规范招生行

为，切实保障招生程序公开、机会公平、结果公正。

（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招生、合理调剂。我县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行按照户籍相对就近入学划区域招生，使用

统一的平台进行报名、审核、录取。

（六）坚持“面向全体”的原则。保障适龄残疾儿童、少年

和其他特殊群体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做到应入尽入。

二、预计招收班数和人数

学校 班数 预计人数 学校 班数 预计人数

政通路小学 10 450 向阳路小学 4 180

岳飞小学 8 360 文王小学 10 450

精忠小学 4 180 星阁路小学 8 360

中华路小学 6 270 光华小学 8 360

德贤小学 8 360 信合路小学 4 180

夏都小学 6 270 人和大道小学 4 180

三、户籍及购房户招生范围

1.政通路小学招生区域

县城区政通路以北（含政通路）、长虹路以南、光明路以西

的汤阴县城关镇人民路办事处、城东办事处居民户籍适龄儿童；

城关镇张庄村户籍、西关村、东关村户籍（入学协议），西关部

队子女适龄儿童。

2.岳飞小学招生区域

县城区政通路以南（不含政通路）的汤阴县城关镇城东办事

处、岳庙街办事处、精忠路办事处〔永通路以北（含永通路）〕、

车站办事处、南关村、北关村（入学协议）、武家庄、石家庄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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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适龄儿童；汤河办事处（岳庙街和大南街搬迁到汤河北的住户）

户籍适龄儿童。

3.向阳路小学招生区域

（1）户籍类：县城区向阳路以西（包括向阳路）、铁东路以

东（包括铁东路）、永通路以北，汤河以南范围内的汤阴县城关

镇人民路办事处、城东办事处、岳庙街办事处、精忠路办事处、

车站办事处、汤河办事处居民

户籍适龄儿童；

（2）商品房：（如图）铁

东路以东（夏都大道至永通大

道段），信合路以西（夏都大

道至人民大道段），向阳路以

西（人民大道至永通大道段），

人民大道以北（信合路至向阳

路段不包括人民大道），永通大道以北（铁东路至向阳路段），

夏都大道以南（信合路至铁东路段）范围内的 2022 年 8 月 31 日

前取得房屋产权证或《商品房预（销）售合同》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契税完税证明且已入住的住户子女。

4.星阁路小学招生区域

（1）户籍类：县城区永通路以南，光明路以西，铁东路（包

括铁东路）以东的城关镇城东办事处、精忠路办事处、车站办事

处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南元村、段庄村、孔村户籍适龄儿童；

（2）商品房：复兴大道（中华路至铁东路段）以北，永通大

道（铁东路至星阁路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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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学苑街以南（城南公园星阁路至光明路段）以南，汤江路（光

明路至中华路段）以南，铁东路（永通路至复兴大道段）以东，

中华路（汤江路至复兴大道段）以西范围内的 2022 年 8 月 31 日

前取得房屋产权证或《商品房预（销）售合同》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契税完税证明且已入住的住户子女。注：云光社区（韩庄镇光

村、云村户籍，且已入住子女）

5.文王小学招生区域

（1）户籍类：县城区长虹路以北（包括长虹路），德贤路

以西（包括德贤路），人和大道以南，铁东路以东的城关镇人民

路办事处、汤河办事处居民户籍适龄儿童；苏庄村、曹庄村户籍

适龄儿童；

（2）商品房：夏都大道（铁东

路至德昌路段）以北、乾坤大道（铁

东路至德昌路段）以南，铁东路（乾

坤大道至夏都大道段）以东、德昌路

（乾坤大道至夏都大道段）以西范围

内的2022年 8月 31日前取得房屋产

权证或《商品房预（销）售合同》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明且已

入住的住户子女。注：韩庄社区（韩庄镇韩庄村、庵上村户籍、

韩庄驸马营村因拆迁而入住户子女）商品房住宅小区。

6.信合路小学招生区域

（1）户籍类：

县城区铁东路以东（包括铁东路），永通大道以北（包括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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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大道），精忠大道以南（包括精忠大道），光明路以西的城关

镇城东办事处、精忠办事处、车站办事处居民户籍适龄儿童；段

庄村户籍适龄儿童。

（2）商品房（如图）：学苑街（星阁路至光明路段）以北、

人民大道（星阁路至光明路段）

以南，光明路（人民路至学苑街

段）以西、星阁路（学苑街至人

民路段）以东范围内的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取得房屋产权证或《商

品房预（销）售合同》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明且已入住

的住户子女。

7. 中华路小学招生区域

（1）户籍类：兰村、杨庄村、张官屯村、刘黄村、大张盖村

户籍适龄儿童；

（2）商品房（如图）：

乾坤大道（光明路至京港澳高

速段）以北、安汤界（光明路

至京港澳高速段）以南、光明

路（安汤界至乾坤大道段）以

东，京港澳高速（安汤界至乾

坤大道段）以西范围内的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取得房屋产权证或《商品房预（销）售合同》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明且已入住的住户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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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精忠小学招生区域

（1）户籍类：县城区铁东路以东（包括铁东路），中华路以

西，政通路以南（包括政通路），精忠路以北的城关镇城东办事

处、精忠办事处、车站办事处居民户籍适龄儿童；

（2）商品房（如图）：人民大道（星

阁路至向阳路段）以南、永通大道（星阁

路至向阳路段）以北、星阁路（人民大道

至永通大道段）以西、向阳路（人民大道

至永通大道段）以东范围内的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取得房屋产权证或《商品房预

（销）售合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

税证明且已入住的住户子女。

9.光华小学招生区域

（1）户籍类：白营镇南陈王村、北陈王村、仝庄村、大张

盖村户籍适龄儿童；城区光明路以东，长虹路以南（不包括长虹

路），精忠路以北（包括精忠路）的城关镇城东办事处居民户籍

适龄儿童；

（2）商品房（如图）：永通大道（光明路至京港澳高速段）

以北、人民大道（光明路至京

港澳高速段）以南、光明路（长

虹路至汤江路段）以东、京港

澳高速（长虹路至汤江路段）

以西范围内的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取得房屋产权证或《商品房预（销）售合同》和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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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契税完税证明的住户子女。注：包括高速公路东工业园区中

符合条件的商品住宅小区住户子女。

10.夏都小学招生区域

（1）户籍类：白营镇杨村户籍适龄儿童；

（2）商品房（如图）：人

民大道（信合路至中华路段）

以

北、夏都大道（德昌路至信合

路段）以北、乾坤大道（中华

路至光明路段）以南、崇文大

道（德昌路至光明路段）以南、

信合路（夏都大道至人民大道

段）以东、光明路（崇文大道至乾坤大道段）以东，德昌路（崇

文大道至夏都大道段）以东、中华路（乾坤大道至人民大道段）

以西范围内的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取得房屋产权证或《商品房预

（销）售合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明且已入住的住户

子女。

11.德贤小学招生区域

（1）户籍类：韩庄镇刘黄村、大黄村、小付庄村、七里铺

村、工官屯村户籍适龄儿童；

（2）商品房（如图）：崇文

大道（德昌路至光明路段）以北、

乾坤大道（铁东路至德昌路段）

以北、安汤界（铁东路至光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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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南、光明路以西（安汤界至崇文大道段），铁东路（安汤

界至乾坤大道段）以东、德昌路（乾坤大道至崇文大道段）以东

范围内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取得房屋产权证或《商品房预（销）

售合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明且已入住的住户子女。

12.人和大道小学招生区域

（1）户籍类：白营镇大张盖、北陈王户籍适龄儿童；

（2）商品房（如图）：乾坤大道（中华路至京港澳高速段）

以南，人民大道（中华路至京港澳高速段）以北，中华路（乾坤

大道至人民大道段）以东，京港澳高速（乾坤大道至人民大道段）

以西范围内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取得房屋产权证或《商品房预

（销）售合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明且已入住的住户

子女。

四、商户、进城务工子女划分学校

1.信合路小学招生商户及进城务

工子女就读区域

在夏都大道（铁东路至信合路

段）以南、复兴大道（铁东路至信合

路段）以北、铁东路（夏都大道至复

兴大道段）以东、信合路（夏都大道

至复兴大道段）以西范围内经营的商

户和在此范围内符合条件的进城务

工子女。

2.精忠小学招生商户及进城务工子女就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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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都大道（信合路至京港澳高

速段）以南、复兴大道（信合路至

京港澳高速段）以北、信合路（夏

都大道至复兴大道段）以东、京港

澳高速（夏都大道至复兴大道段）

以西范围内经营的商户和在此范围

内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子女。

3.中华路小学招生商户及进

城务工子女就读区域

在安汤界（铁东路至京港澳

高速段）以南、崇文大道（铁东

路至京港澳高速段）以北、铁东

路（安汤界至崇文大道段）以东、

京港澳高速（安汤界至崇文大道

段）以西范围内经营的商户和在

此范围内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子女。

4.人和大道小学招生商户及进城务工子女就读区域

在崇文大道（铁东路至京港澳高速

段）以南、夏都大道（铁东路至京港

澳高速段）以北、铁东路（崇文大道

至夏都大道段）以东、京港澳高速（崇

文大道至夏都大道段）以西范围内经

营的商户和在此范围内符合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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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务工子女。

五、报名时间

2022 年 8 月 20 日至 8 月 24 日

六、报名条件

2016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的，汤阴县城关镇办事处辖区户籍

适龄儿童；南元村、段庄村、孔村、苏庄村、曹庄村、大黄村、

小付庄村、七里铺村、工官屯村、兰村、杨庄村、张官屯村、刘

黄村、南陈王村、北陈王村、仝庄村、大张盖村户籍适龄儿童；

西关部队子女；商户、进城务工子女；城区商品房住宅小区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取得房屋产权证或《商品房预（销）售合同》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明的住户子女。

七、报名办法

凡符合以上几类报名条件的年满 6 周岁（2016 年 8 月 31 日

前）适龄儿童，按照方案上的报名时间要求，学生家长持相关证

件（原件和复印件）到所服务范围学校进行报名，学校负责现场

审验材料并登录“河南省义务教育招生服务平台”，录入学生信

息。

1.城关镇街道办事处户籍，南元村、段庄村、孔村；韩庄镇

苏庄村、曹庄村、大黄村、小付庄村、七里铺村；白营镇工官屯

村、兰村、杨庄村、张官屯村、南陈王村、北陈王村、仝庄村、

大张盖村户籍适龄儿童，持公安户口本和儿童防疫接种证明到所

服务范围学校进行现场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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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关部队子女持公安户口本、单位证明、监护人证件和防

疫接种证明到所服务范围学校进行现场审验。

3.商户、进城务工子女，持原籍公安户口本、原户籍地教育

部门或村委会出具的借读证明、父母身份证、父母一方与用工单

位签订的并在劳动保障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或工商行政部门颁

发的营业执照（备案时间一年以上）、社保缴费证明（缴费时间

一年以上）、防疫接种证明到所服务范围学校进行现场审验。

4.重大企业非汤阴籍进城务工子女持进城务工相关证件经

教育局教育股同意后，到所服务范围学校进行现场审验。

5.张庄村、北关村、西关村户籍适龄儿童持公安户口本、防

疫接种证明和村委会介绍信由村委会集体到教育局教育股上报，

经教育局教育股同意后，集体到所服务范围学校进行现场审验。

6.城区商品房住宅小区2022年8月31日前取得房屋产权证

或《商品房预（销）售合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明的

住户子女，持公安户口本、房屋产权证原件或《商品房预（销）

售合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明原件、父母身份证、防

疫接种证明和学校入户调查出具的已入住证明到所服务范围学

校进行现场审验。

八、入学时间

2022 年 8 月 29 日

九、招生程序

依据《义务教育法》，按照免试就近划片入学原则，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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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季，汤阴县城区小学招生继续实行入学通知书制度。时间安

排如下：

1.召开城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会（6 月 20 日）

2.教育局制定具体招生方案（6 月 20 日至 6 月 22 日）

3.学校组织招生宣传（8 月 15 日至 8 月 19 日）

4.家长持相关证件到所属学校报名，学校入户调查入住情

况，学校现场审验学生相关报名证件并在省平台填报（8 月 20

日至 8 月 24 日）

5.报名资格审核（8 月 25 日至 8 月 26 日）

6.学校整理报名材料，学校填写新生入学通知书，学校发放

新生入学通知书（8 月 27 日至 8 月 28 日）

7.新生入学（8 月 29 日）

8.处理遗留问题（8 月 30 日至 8 月 31 日）

十、招生纪律

招生工作关系民生、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社会稳定。各招

生学校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好招生宣传工作，增

强招生工作透明度，取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若发现未明确

招生学校的交叉街道，学校请示教育局同意后，按时组织报名。

在招生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及时解决。

严格执行招生政策，任何学校不得超计划招生、超班额招生。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准收取“择校费”或“借读费”，严禁补习

班、午托部、全托部、寄宿班等民办机构代理报名。各招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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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接受相关部门和学生家长的监督，发现招生违纪问题，将依

法依规严肃处理。各级招生工作人员要坚持原则，站在讲政治的

高度，规范执行招生规定，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严禁各种不正之

风的干扰。

严格规范招生方式管理。要认真贯彻落实招生纪律，严禁无

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学校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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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学籍转接。招生结束后，任何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随意接

收学生。

十一、联系电话

教育局： 0372-6208317

政通路小学： 0372-3661803

岳飞小学： 0372—8011009

精忠小学： 0372—621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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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阁路小学： 0372－3806603

信合路小学： 0372-3626818

光华小学： 0372—6290820

人和大道小学：0372-8801880

夏都小学： 0372—8801815

中华路小学： 0372-6212996

德贤小学： 0372-6203363

向阳路小学： 0372—6441129

文王小学： 0372-6298321-8021

2022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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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工作补充说明

1.为保证学生安全和家校共育效果，从今年开始，凡是在城

区购买商品房但未入住的住户子女，原则上不再按照城区购房条

件安排到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

2.小产权房需要提供购房相关手续和一年以上的水电气等

相关费用缴纳证明，学校负责入户调查。

3.烂尾楼等由政府接管的问题楼盘，按照政府接管部门领导

小组出具的意见协调安排学生就读。

4.在城区购买商铺的，如果自己购买自己经营的，按照商品

房住户政策对待，如果租给别人经营的，不享受城区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就读条件。

5.商户必须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并且截止到2022年 8月31日

仍然在经营的。

6.城区户籍必须和父母一方在同一户口薄上，且迁入城区时

间一年以上。从 2022 年起，将户口挂靠到亲戚、朋友户籍名下

的，不再享受按户籍入学条件，教育局将统一安排其入学。

7.新城区购房户的孙子（孙女）需要就读的，购房人和就读

学生必须在同一户口本上，且共同居住。按照“六年一学位”政

策安排就读（即六年内同一父母的孩子享受该房产的就读条件，

非同一父母的孩子不再享受）；购房户的外孙（外孙女）就读的，

仅限于独女户。

8.所调整的区域依据“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进行”，即若

有哥哥、姐姐在原区域学校就读的仍由原区域所属学校接收，如

无则由新调整学校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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