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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高新区，
5月上旬“填志愿”
红岛经济区“积分入学”政策最详细解读来了，父母在高新区工作等可加分
□半岛记者

娄花

胡蕾

眼下即将进入招生季，4 月 3 日，
《红岛经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
积分入学暂行办法》
（2018 年 12 月印发，以下简称《办法》
）新闻通气会
上，
高新区人才服务和教育体育发展局教育体育发展部部长韩忠民对“积
分入学”
办法进行了进一步解读。

A

分批申请
按积分排序录取

据介绍，目前红岛经济区共分为高
新区、河套街道、红岛街道三个学区。根
据《办法》规定，积分入学办法适用于高
新区学区义务教育阶段一年级户籍地和
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以及
河套和红岛街道义务教育阶段一年级外
来务工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河套和
红岛街道的一年级户籍地适龄儿童入学
不适用本《办法》
。
根据“先分批次后积分”的原则，高
新区学区招生分两个批次，第一批次是
“两证齐全”户籍地适龄儿童，第二批次
是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户籍地适龄
儿童以产权住房购买时间和落户时间为
基本分，外来务工人员以在高新区工作
时间和居住时间为基本分。积分分值只
在同一批次之间排序，
首先保障“两证齐
全”
户籍地适龄儿童入学。
韩忠民介绍，今年高新区学区有三
所学校接收适龄儿童入学，
分别是青岛实
验学校、
高新区银海学校公办班和拟于今
年正式启用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青岛分
校。
目前，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青岛分校已经
在进行拟任校长公示，
近期便将开始教师
招聘工作。
从目前摸底的情况看，
这三所学
校可以满足高新区十几个居民小区户籍
地适龄儿童起始年级入学需求。
在招生环节，三所学校在同一学区
内，实行多校划片，
采取同时招生，
按照志
愿填报顺序录取。
“比如第一志愿填报青
岛实验学校，
第二志愿填报高新区银海学
校公办班，
如果第一志愿根据积分排序未
被录取，
则进行第二志愿的排序。
”
韩忠民
介绍，
“如果高新区银海学校公办班第一
志愿招生结束后，还有空余学位，则会招
收第二志愿填报的学生。”
目前，高新区的“积分入学”报名系
统正在进行测试，预计 4 月下旬就能够
具备运行条件。红岛经济区拟于 5 月上
旬下发具体招生工作方案，届时将通过
青岛高新区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和
“青岛高新”、
“红岛教育体育”微信公众
号面向社会发布。
5月上旬学生家长登录红岛经济区义
务教育阶段招生网上报名系统，
提出入学
申请，填报相关信息。
具体申报志愿学校
名单和报名系统网址详见后续发布的招
生工作通知。5月下旬携带相关证明材料
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确认。6月份面向社
会公示申请人名单和积分分值。

父母有100%住房产权

B 在高新区工作等可加分

“两证齐全”
适龄儿童申请积分入学
条件包括：
一是适龄儿童户籍在高新区；
二是适龄儿童的父母、祖父母、
外祖父母
之一在高新区学区有私有产权住房（用
途为住宅）并落户高新区，共有产权比例
为100%。
对符合
“两证齐全”户籍地适龄儿童
入学条件的，房屋产权人为适龄儿童的
父亲、
母亲或父母共用，
且拥有的产权比

例为 100% 的，加 10 分。对符合“两证齐
全”户籍地适龄儿童入学条件的，适龄儿
童父母一方或双方目前在注册地为高新
区的企事业单位工作并签订正式劳动合
同，由所在单位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一
年，
且户籍在高新区，
加10分。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入学应
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是父母至少
一方在青岛市缴纳社会保险满一年以
上，且社会保险缴费截止报名当月按月
连续缴纳；二是父母至少一方有红岛经
济区公安部门核发的居住证满 6 个月以
上；三是父母一方在红岛经济区购买房
屋且取得房屋产权证或租住商品房、集
体产权住房且居住满一年以上；四是符
合青岛市规定的入学年龄。

一套房只允许

C 一户孩子申请
值得一提的是，高新区对学区房锁
定也作了相关规定。
韩忠民介绍，
高新区
学区内同一套私有产权住房（用途为住
宅）用于申请学位时，小学期间只允许一
户住户的孩子申请学位，如同一套住房
有多个孩子申请学位，
必须是同一父母、
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法定监护人。
学区房
的锁定从
《办法》
实施后、
入学时所登记的
私有产权住房时间开始，
《办法》
实施之前
已入学的学生家庭私有产权住房再次申
请入学不在锁定范围。
“比如说，
房主孩子
入学后，如果第二年就把房子卖给别人，
那么别人是无法取得入学资格的，必须
满六年。
”韩忠民说。
针对部分孩子当前不具备在高新区
的入学条件，但在义务教育阶段中有转
到高新区就读的需求，且符合转学条件
的，韩忠民说，
“会根据学校师资力量、
空
”
余学位等情况进行协调安排。
同时，对于
“就近入学”
政策，韩忠民
也作了具体的解释。
“ 就近入学”的“就
近”
是相对就近，由于存在着教育资源配
置、各学校招收学生数不同等因素，
“就
近”并不是绝对指地理位置的远近，能在
都叫
“就
本学区范围内解决入学问题的，
近入学”，这也是其他城市做好热点地区
招生工作的常用做法。从高新区情况看，
公办中小学生家庭住址与就读学校超过
一定距离的，各学校都统一安排校车接
送，
为学生上学提供便利的交通服务。
■延伸：

“积分入学”
是学深圳经验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13 年，深圳市
教育局就率先推出
“积分入学”
的相关做
法。
韩忠民介绍，
实行
“积分入学”
办法，
是
学习借鉴深圳的先进做法，
目前来看，
也
是最适合高新区实际的选择。
《办法》
对积
在
分入学的每项指标都明确了计分标准，
自愿申请就读学校的基础上，
以积分高低
有序安排入学，积分入学更科学合理。并
且确保信息公开、过程公正、结果公平。
实行积分入学，有利于科学合理有序地
安排入学，
有利于落实阳光招生政策，有
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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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岛城二手房成交 9571 套
同比下滑49 . 49%，3 月二手房成交量环比涨196 . 87%
□半岛记者 于红靓 报道
本 报 4 月 3 日 讯 随着 3 月楼市
收尾，岛城一季度楼市成交数据出炉。
据青岛网上房地产不完全统计，一季
度岛城二手房成交 9571 套，较去年同
期下滑 49 . 49%。其中西海岸新区、市
北区仍是成交大户，
一季度，两区二手
房共成交 3573 套，占一季度全市成交
总量的 37 . 33%。业内人士分析，一季
度，岛城二手房市场仍处于地冷运行
状态，但 3 月开始，市场升温明显，预
计接下来的二季度，整体行情会稍好
但依旧是“稳”
字当头。
据青岛网上房地产不完全统计，
3 月青岛二手房签约量为 5032 套，环
比上涨 196 . 87%，同比下滑 41 . 39%。
据房天下查房价数据中心显示，3 月
青岛二手房挂牌均价为 23139 元/平
方米，
环比上涨1 . 93%。
从二手房成交区域来看，上月市
北区二手房成交 1097 套；西海岸新区
紧随其后，成交 1068 套，以 29 套之差
排在第二位。而市北区和西海岸新区
也是上月二手房成交仅有的破千套的
两个区。
除此之外，
城阳区二手房成交
544 套，李沧区二手房成交 487 套，市
南区成交 395 套，莱西市成交 390 套，
即墨区成交 359 套，胶州市成交 281
套，平度市成交 214 套，崂山区成交

197 套。
从户型关注度分析，三居是网友
关注的户型，搜索占比为 42 . 85%；其
次为两居占比为 27 . 65% ；四居搜索
占比 13 . 25%，位列第三。
随着 3 月落幕，岛城一季度二手
房成交数据也出炉。从各月成交来看，
1 月，岛城楼市降温明显，当月二手房
成交 2844 套，虽环比有增长但同比下
滑明显，成交不足去年同期的一半；
进
入 2 月，受春节假期等的影响，二手房
成交进一步下滑，当月二手房仅成交
1695 套；进入 3 月，岛城二手房成交
明显回暖，当月二手房成交 5032 套，
涨势明显。
从各区市一季度成交数据来看，
西海岸新区成交总量超过市北区，占
据成交榜首，共成交二手房 1849 套；
市北区二手房成交 1724 套，位居第二
位。西海岸新区、市北区二手房成交共
3573 套，占一季度全市成交总量的
37 . 33%。除西海岸新区和市北区外，
第一季度，岛城其他区市的二手房成
交均未过千套。具体来看，城阳区二手
房成交 897 套，市南区成交 792 套，李
沧区二手房成交 730 套，莱西市成交
614 套，即墨区成交 594 套，胶州市成
交 382 套，崂山区成交 342 套，平度市
成交 290 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