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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家长注意袁今年中小学招生工作变化大

取消特长生招生 “公民同招”定了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茹冤近日袁叶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
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曳渊以下简称叶通知曳冤正式印发遥 据了解袁2020 年中小学
招生政策与往年相比四个变化袁主要体现院一是落实民办学校在审批地范围内招生曰二
是实行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曰三是对入学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袁
入学报名对象全部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录取曰四是不得组织各类测评尧面试尧收简历
等袁不得与培训班挂钩遥 同时严格执行招生计划袁消除中小学大班额袁严禁高一年级产生
新的大班额袁逐步消除高二尧高三年级大班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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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报名人数超额摇号录取

公办尧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实行同步报名遥 从 2020 年起袁公
办尧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实行
同步报名遥符合在本市县渊区冤入
学条件的学生袁既可选择在公办
学校就读袁也可选择在民办学校
就读袁但不能同时既报公办学校
又报民办学校就读遥民办学校选
报志愿数量由各市县渊区冤教育
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遥
公办尧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实
行同步招生遥 公办尧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在市县渊区冤教育行政部
门确定的招生范围内同步招生遥
公办学校按划定范围实行免试
就近入学曰民办学校原则上在审
批地招生袁民办学校报名人数少
于招生计划时袁应全部录取报名
学生袁 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
时袁应实行电脑摇号尧随机录取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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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学生全部进行均衡编班遥
合理确定招生形式遥 公办尧
民办小学入学一般采取登记入
学袁初中一般采取登记或对口直
升方式入学遥 各市县渊区冤教育行
政部门要按照强弱结合原则袁合
理划分学区范围袁合理调配对口
直升的初中和小学袁确保各学区
之 间 优 质教 育 资 源 大致 均 衡 遥
教 育 资 源不 够 均 衡 的地 方 袁 应
稳妥实施多校划片袁 采取随机
派 位 等 多种 方 式 安 排入 学 袁 保
障教育机会公平遥 九年一贯制
学校小学部毕业生人数少于或
等于初中招生计划的袁 可以直
接升入该校初中部曰 小学部毕
业生人数大于初中招生计划
的袁市县渊区冤教育行政部门要组
织电脑摇号尧随机录取遥

严禁以面试、
竞赛等为依据选择生源

规范招生行为遥 公办尧民办
中小学不得以任何形式提前选
择生源野掐尖冶袁坚决防止对生
源地招生秩序造成冲击遥 严禁
所有公办尧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以面试尧测试或测评尧竞赛尧面
谈尧培训成绩尧人机对话尧提交
简历材料尧证书证明尧冬令营集
训尧 夏令营集训等任何形式为
依据选择生源遥 外语类特色学
校渊不包括特色班冤只能进行语
言能力测试或专业能力测试袁
不得进行其他学科测试遥
民办学校要将录取名单及

时报市县渊区冤教育行政部门备
案遥 已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袁
市县渊区冤教育行政部门不再为
其安排公办学位曰符合在
本市县渊区冤入学条件尧
选报民办学校未被
录取的学生袁由
市县渊区冤教育
行政部门根
据实际统筹
安排到辖
区 内 公
办学校
就读遥

海口市市场监管局院

网售第一类医疗器械
以后不需要办理备案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3 月 25 日袁海
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袁网
络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不需办
理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遥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
布的关于网络销售第一类医疗
器械不需办理医疗器械网络销
售备案说明明确指出袁叶医疗器
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曳第四条规
定野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不需许
可和备案冶袁叶医疗器械网络销售

监督管理办法曳第七条明确院野从
事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的企业应
当是依法取得医疗器械生产许
可尧经营许可或者办理备案的医
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遥 法律法规
规定不需要办理许可或者备案
的除外遥 冶根据上述法规袁按照
野线上线下一致冶原则袁第一类医
疗器械经营企业不在网络销售
医疗器械的备案范围袁网络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不需办理医疗
器械网络销售备案遥

从 2020 年
起袁 取消民办普
通高中学校在中招录
取前的协议招生袁 将民办普
通高中学校列入中招录取相关批
次中安排录取遥
合理确定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计划遥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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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袁 提前申
报招生计划尧招生方案袁由审批地
主管教育行政部门依据核准登记
的办学层次尧 办学规模尧 办学条
件尧 结合本地教育资源实际情况
予以审定袁并向社会公布遥 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招生计划下达后不得
随意调整袁严禁无计划尧超计划招
生遥从 2020 年起袁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范围
内袁按照核定的招生计划招生遥
民办中小学校在核定的招生
计划内袁 按照属地市县教育行政
部门统一部署袁先在审批地招生袁

如在审批地招生不足袁按管理权限
经教育部门批准后可跨区域招生遥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跨区域报名尧招
生要参照在审批地招生方式袁实行
电脑摇号尧随机录取遥
从 2020 年起袁属于野一市渊县冤
两校一园冶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工程
的公办尧民办高中学校袁按照引进
协议袁报经省教育厅核准后可安排
部分计划跨市县招生遥
国际学校尧国际高中尧普通高
中国际课程班等招生方式尧招生范
围报经省教育厅批准后执行遥

年底前基本消除 56 人以上大班额

严格控制班额招生遥 各市县
要持续扩充城镇义务教育学位资
源袁 加大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建设
力度袁 加快推进已建成学校投入
使用袁持续消化存量大班额袁严禁
起始年级产生新的大班额袁 巩固
消除大班额成果直至彻底消除大
班额袁2020 年底前 56 人以上大班
额基本消除袁 有条件的市县和学
校要按照小学每班不超过 45 人尧
初中每班不超过 50 人招生遥 各市
县渊单位冤教育行政部门和高中学
校要严格执行招生计划袁 严禁高
一年级产生新的大班额袁 逐步消
除高二尧高三年级大班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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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

市县渊单位冤教育行政部门要
加强对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的预测
分析袁合理规划学校建设袁着力满
足入学需求袁 确保小学不超过 45
人尧 初中和高中不超过 50 人的国
家基准班额标准遥 要坚决贯彻落
实教育部野十项严禁冶纪律要求院
严禁无计划尧超计划组织招生袁招
生结束后袁 学校不得擅自招收已
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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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袁 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
织的各类考试结果曰 严禁提前组
织招生袁变相野掐尖冶选生源曰严禁

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尧混
合编班曰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尧虚
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曰严
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
学挂钩的野捐资助学款冶曰严禁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尧学
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
生依据曰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
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尧快慢班曰严
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
成绩排名尧 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
学率曰严禁出现人籍分离尧空挂学
籍尧学籍造假等现象袁不得为违规
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
生办理学籍转接遥

今年起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特长生招生

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比例
不得超过学校年度总招生计划的
8%袁其中艺术尧体育特长生招生规
模控制在总招生计划的 6%以内遥
招生学校要提前主动公开经教
育主管部门备案的自主招
生方案 渊含招生范围尧计
划尧办法和程序等冤遥 普
通高中艺术尧 体育特
长生以及基于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和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结果等开展的自主招生袁在中考
前进行(具体时间根据疫情形势研
判后提前向学校公布)遥 各普通高
中学校要严格按照所公布的招生
办法和程序组织招生袁并主动公开
招生的各环节和录取结果遥 从
2020 年起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各类
特长生招生遥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 野国际
部冶野国际课程班冶野境外班冶 等名
义招生遥 普通高中学校举办的野国
际课程班冶野境外课程班冶等袁由属

地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
按程序报省教育厅核准备案遥严格
规范公办普通高中 野境外课程班冶
野国际部冶野国际班冶招生行为袁纳入
统一招生管理袁 实行计划单列袁学
生就读期间不得转入普通班级遥外
籍人员子女学校不得招收或用变
通办法招收中国籍学生遥鼓励有条
件的中小学校接纳外籍人员子女
就读袁接纳外籍子女就读的必须向
市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报备遥

东方一口罩生产车间投产
日产量可达 6 万个

未来 10 天内还将陆续增加 14 条生产线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平 通讯员 林道丰冤经过东方
各级各部门耗时 20 天筹划建设的一
次性口罩生产车间已于 3 月 22 日正
式投产袁 目前已开放 3 条生产线袁总
产量约 8 万个袁 日产量已达到 6 万
个袁未来 10 天内还将陆续增加 14 条
生产线袁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各行各业
复工复产复学对防护用品的需求遥
据悉袁该生产车间内所生产的一
次性口罩经原料架将生产所需的原
材料输送到加工机器塑造成型后袁由

工作人员输送到耳带机进行耳带加
工袁再经过打包尧消毒尧封装等多个加
工环节后袁方可进行对外销售袁确保
疫情防控期间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复
学对一次性口罩的需求与此同时袁该
企业严格按照一次性口罩生产标准袁
做好生产工人的健康管理和生产车
间环境清洁消毒工作袁确保生产出干
净尧卫生尧安全的一次性口罩遥
东方市博芮康源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大明表示袁 目前生产的口
罩是按照医用一次性 YYT09692013

标准进行生产并且在同步办理相关
的资质跟手续袁包括欧盟的 CE 认证尧
食药监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遥 同
步办理这段期间袁 按照民用防护口
罩进行销售袁 满足广大市民的正常
需求的同时也已经开始着手销售给
国外市场遥
未来 10 天袁 该企业将陆续增加
14 条一次性口罩生产线袁在保障国内
市场需求的同时袁 扩宽海外市场袁为
打赢打好疫情防控这场战争贡献东
方力量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