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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定了 今年鼓励网络报名

本市户籍7月8日、
9日，
随迁子女4月13日—27日；
公办校不得擅招特长生

居民
健身

招生对象
年满 6 周岁（即 2012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的适龄儿童。

片区划定

延伸阅读

本报讯（文/记者 郭文娟 图/刘东华）
昨天，市教育局发布小学秋季招生工作意
见，明确本市户籍适龄儿童，符合政策规
定的港、澳、台、华侨、外籍适龄儿童，以及
享受政策性照顾的人才子女、军人子女的
报名时间为 7 月 8 日、7 月 9 日。符合积分
入学基本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网络报名时间为 4 月 13 日至 4 月 27 日。
今年小学新生的入学年龄仍然是年
满 6 周岁（即 2012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的适
龄儿童。公办小学实行划片招生，优先招收
片区内本市户籍适龄儿童。
与以往略有不同
的是，
今年各区鼓励实行网络报名。
今年我市继续实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小学积分入学办法。
符合各区申请条件
的随迁子女父亲（母亲）可在实际居住区提
出申请。
市教育局表示，严禁招收不足入学年
龄的儿童入学，违规招收的一律取消入学
资格；严禁录取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公
布的新生入学，各公、民办小学未经批准
不得擅自扩大或减少招生规模；严禁将各
种竞赛、考级和奖励证书作为入学依据；
严禁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公
办小学未经市教育局核准，一律不得以特
长名义招收学生，不得擅自举办各类特色
班。对自主招生的民办学校，报名人数超
过招生人数时，禁止采用笔试或者任何变
相形式的知识性考试方式选拔生源。

资料图

港澳台侨和外籍学生 可向片区学校申请
招生工作意见明确了港澳台生、
侨生和外籍学生的入学办法。
其中，
在
我市居住的港澳居民适龄儿童申请入
学直接向片区学校报名，
其父亲（母亲）
为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
由教育
主管部门根据其父亲（母亲）房产所在地
或居住地统筹安排入学；
其父亲（母亲）
为本市户籍的，由其父亲（母亲）户籍
地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入学。
港澳居民适龄儿童申请在我市入
学，
其父亲和母亲均非香港、
澳门特别
行政区居民且均非本市户籍的，
申请就
读公办学校，
应满足以下条件：
父亲（母
亲）应在厦务工、
居住和最近参加我市社
会保险的年限满 1 年（含 1 年）以上，
其

中，
申请在思明区、
湖里区入学的，
其父
亲（母亲）在厦务工、
居住和最近参加我
市社会保险的年限要满2年。
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的台湾学生因家长在厦购房置业或工
作需随父亲（母亲）在厦生活要求在我
市就读小学的，由市、区教育局审核
后，统筹安排到居住地所属片区内小
学就读；也可由其父母事先与学校联
系，
获准后办理就读手续。
华侨、外籍学生申请在我市就读
小学的，由市、区教育局审核后，统筹
安排到居住地所属片区内小学就读；
也可由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事先与学
校联系，
获准后办理就读手续。

公办小学优先招收片区内
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小学招生片
区由学校所在地的区教育局划
定（市属小学报市教育局核准），
并由区教育局提前向社会公布。
各小学应于报名前 1 周在划定的
片区张贴招生通告。

随迁子女
继续实行积分入学办法，各
区实施细则将在 4 月 1 日前公布。

各区教育局
招生咨询电话
思明区：
2684510（义教办）
5862707（教育科）
湖里区：
5722668
集美区：
6682707
海沧区：
6589197
同安区：
7035792
翔安区：
7889786

规划新编 走出家门就有体育公园和健身场馆
新市级体育中心将选址岛外东部新城,市民可看到高水平的国际国内赛事
新体育中心选址环东海域
主体育场可容纳 6-8 万人

“通过竞技体育场馆的建
设，在促进厦门体育产业发展
的同时，今后厦门市民在家门
口就能看到高水平的国际国
内体育赛事。”昨天上午，厦门
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任国岩
接听市长专线，介绍新版《厦
门市体育设施专项规划》时透
露，我市结合新一轮城市总体
规划修编，正在开展新版体育
设施专项规划的编制，其中将
在岛外东部规划建设新的市
级体育中心。
文/记者 汪燕妮 图/刘东华

各区都将有一个体育公园 每个街道规划一处健身场馆

■公园、社区广场等到处
是居民健身的身影。

即时互动：@厦门晚报 @我要说

据介绍，厦门市现有 20 处大型体育
场馆，包括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海沧体育
中心、嘉庚体育馆等。
任国岩说，新一轮体育设施专
项规划中，将注重解决全民健身的
体 育 运 动 设 施 不 足、用 地 指 标 不
够、竞技体育设施不足、缺少承接
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的大场馆等
问题。
“ 争取尽快成为全民健身示
范城市，成为能承接国内国际综合
性体育赛事的示范市。”
我市规划构建市、区、街道、社区
四级体育设施体系，以满足不同层面
的体育活动需求。在区级体育设施建设
上，规划“五个一”体育设施，包括一个体
育场、一个体育馆、一个游泳馆、一个青
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和一个体育公
园。其中，体育公园可充分利用城市生态
绿廊，设置体育运动的健身场地。

据悉，思明、海沧、同安的“五个一”
体育设施已经较为完善，下一步将对湖
里、集美、翔安的相关设施进行规划建设
与配套。
对于街道级体育设施，每个街道规
划一处运动健身场馆，有条件的地区还
要逐步配套游泳设施。老城区用地紧张，
则鼓励辖区内中小学运动场向本辖区居
民开放。
结合社区配套，建设全民健身场所。
每个社区结合社区广场、公园绿地，至少
有一千平方米的健身活动场所，让居民
能够就近进行健身活动，构成 15 分钟全
民健身圈。
在体育场馆使用上，
注意平时和赛事
相结合，不论是市级还是区级的健身场
馆，既能承接国内国际赛事，平时也是市
民的健身场所，
做到
“平赛结合”
，
充分为市
民服务，
同时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空间。

厦门网：
www.xmnn.cn 电子邮箱：
xmwbnews@vip.sina.com

近期，我市将从民生补短板与增强民
众幸福感入手，重点落实全民健身体育设
施的建设。任国岩说，将开展一些大型比
赛场馆的规划建设，争取举办更多如厦门
国际马拉松一样的有社会影响力的体育
赛事，激发群众体育锻炼热情，提升厦门
的城市形象。
任国岩说，我市将在岛外东部新城规
划市一级的综合型体育中心，现在正在前
期的研究规划中。它应该是“一场多馆”，
“一个大型体育场、一个综合性的体育馆、
一个游泳跳水馆是核心内容，其他比赛馆
再结合自身的情况建设”
。
新体育中心至少
有 100 公顷的场地空间，主体育场可容纳
6-8 万人。新体育中心选址在环东海域东
部新城，
将充分结合轨道交通选址，
方便岛
内居民前往。

杏林湾海沧湾及山体
将新增山水健身路径
厦门有很好的滨水沙滩岸线，水上活
动也是厦门特色。任国岩说，沙滩排球、沙
滩足球、海滨游泳、水上帆船、帆板、杏林
湾皮划艇水上运动、龙舟赛等都是富有厦
门特色的水上运动。
“ 这些都在规划中充
分考虑了，会发挥厦门的优势和特色，发
展水上运动，发展全民山水健身的路径。”
任 国 岩 说 ，我 市 的 山 水 生 态 环 境 较
好，城市规划中预留了很多生态的廊道，
健身步径将结合绿色空间，
“ 插体于绿”，
把体育设施插入到生态廊道中。例如杏林
湾、海沧湾、环东海域滨水的健身路径，岛
内外山体的健身路径都在建设，让市民在
山水休闲的时候达到健身目的。其中，岛
内仙岳山、狐尾山的健身路径建设已列入
为民办实事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