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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 2019 年普通中小学招
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要认真排查并严厉查处
社会培训机构以“国学班”“读经班”“私塾”等形式替代义务教
育的非法办学行为；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严
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

教 育 短 波
达川中学举行春季应急疏散演练

教育部规范中小学招生

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招揽生源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得提前选择生源
《通知》要求，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规
定。 学校数量较多的区县要合理划分学区范围，确保各
学区之间优质教育资源大致均衡。 教育资源不够均衡
的地方，稳妥实施多校划片，采取随机派位方式入学。
按照强弱结合原则合理调配对口直升的初中和小学，
保障教育机会公平。 所有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都要
严格遵守义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 民办义务教育与公
办学校同步招生，不得以任何形式提前选择生源，坚决
防止对生源地招生秩序造成冲击。 对报名人数超过招
生计划的民办学校， 引导学校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
招生。

规范普通高中招生严禁违规争抢生源
《通知》要求，严格规范普通高中招生行为，严禁违
规争抢生源、“掐尖”招生、跨区域招生、超计划招生和
提前招生。 严格公参民学校招生管理，严禁民办学校与
公办学校混合招生。 完善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
到初中学校政策，确保名额分配比例不低于 50%，并进
一步提高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升入优质高中比例。 规
范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学校须在中考结束后，严格按照
自主招生办法和程序组织自主招生， 并主动公开招生
的各环节和录取结果。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国际部”等名义招生
《通知》还要求，规范特殊类型招生。 继续压缩义务
教育学校特长生招生规模，至 2020 年取消各类特长生
招生。 义务教育学校要按课程标准严格执行零起点教
学要求，小学一年级设置过渡性活动课程，注重做好幼
小衔接。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国际部”“国际课程班”
“境外班”等名义招生。 普通高中举办的各类实验班、试
点班，要严格控制规模。 严格规范公办普通高中“国际
部”（或“境外课程班”）招生行为，录取分数应达到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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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学校录取要求， 学生就读期间不得转入普通班
级。加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招生管理，不得招收中
国籍学生。

10 项严禁
1.严禁无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招生结束
后，学校不得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
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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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
“
掐尖”选生源；
4. 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
合编班；
5.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
手段招揽生源；
6.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
钩的“捐资助学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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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
重点班、快慢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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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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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
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

星
期

3

12:00 新闻30分
13:13 情感剧场：越活越来劲
19:38 焦点访谈
20:06 剧场：共产党人刘少奇
通川频道
22:00 晚间新闻
（广电4 电信134）
中央电视台 -2
08:20 第三种幸福（35-36） 19:28 消费主张
妈妈向前冲（1-2）
20:00 经济半小时
12:20 盛夏晚晴天（10-17） 21:48 交换空间
19:40 今日通川(首播）
中央电视台 -3
20:00 通川播报(首播）
11:17 文化十分
20:20 第一声枪响（31-32） 18:02 综艺喜乐汇
22:35 34集电视剧:
19:30 越战越勇
21:00 我爱满堂彩
满山打鬼子（5-7）

四川省王仕斌名校长工作室成员莅临
罗江八一希望学校交流工作
本报讯 3 月 28 日上午， 四川省王仕斌名校长工作室
达州市研修组一行人， 莅临通川区罗江八一希望学校实地
考察该校校园文化。
学校党支部书记、 校长吴晓平首先介绍了学校发展历
史、办学理念，讲解了学校师生风采展示栏的设计理念。 并
在学校黄桷树下， 详细阐释了在办学中受到两棵百年老树
启发，想到
“
培树要培根，育人要育心”，从而衍生出“培根固
基，生长心灵”这个办学理念。
在参观学校非遗文化展示墙时，省王仕斌名校长工作
室领衔人王仕斌建议，学校今后在进一步打造校园文化时，
可以结合非遗这一特色，合理地利用炫彩楼的多功能教室，
让非遗传承文化在校园里慢慢地浸入学生心灵。
怎样将学校的校园文化特色更全面的体现出来？ 怎样
将非遗文化与课堂进行有效的结合？ 罗江八一希望学校将
围绕着这些问题，做好校园文化建设的后续工作，打造出新
（陈 娟）
时代背景下的校园特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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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达川中学组织举行师生防地震、火灾应
急疏散演练， 引导学生遇险情发生时如何采取应对防护措
施，掌握自救逃生方法，提高学生紧急避险、自救自护的能
力，并提升学校遇险紧急疏散学生的组织管理水平。
此次演练共分防地震和火灾疏散两个演练科目， 目的
是让学生学习防地震、火灾逃生知识。 演练前，学校安办组
织参与演练的管理工作人员开展了安全培训， 事先知晓应
急疏散演练内容，明确演练过程中各个岗位人员职责，并要
求各班班主任及时传达演练内容， 让学生熟悉安全疏散线
路，为本次应急疏散演练做好准备。
9 点 40 分，现场总指挥宣布“演练开始”，演练警报响
起。 避险演练时间 90—120 秒。 9 点 45 分，广播警报声再次
响起， 现场总指挥发出指令“现在地震引起教学楼发生火
灾，师生立即疏散”。 教室内的老师立即组织学生从前后门
疏散，成两路纵队按照拟定的路线有序撤离。 撤离过程中，
师生靠墙成下蹲姿势并用润湿的毛巾掩住口鼻, 以最快的
速度迅速撤离至学校操场指定的位置，呈四路纵队蹲下，班
主任清点人数并向总指挥报告本班人员到位情况。 总指挥
最后作现场点评，总结此次疏散演练情况。 本次演练让全体
师生真切感受了危险来临时的紧急状态， 提升了学生如何
（王华英）
处置险情、自救自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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