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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都区 2019年来穗人员随迁子女 

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工作指引 
 

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

受义务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穗府办函〔2016〕174 号）《关于落实

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实施意见有关工作的通知》（穗教基教

一〔2017〕4 号）《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来穗人

员积分制服务管理规定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穗来穗规字〔2018〕

2 号）,结合我区实际情况，为进一步做好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工作，

让来穗人员为子女申请入读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做好准备，现就

有关积分制入学工作指引如下： 

一．入学途径问题 

1.在花都区常住的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有哪些途径申请入学？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的精神，我

区必须首先保障每年本地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入读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

育，非本地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原则上应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

育。如果非穗籍适龄儿童、少年确实需在花都区接受义务教育的，家长

可根据“多渠道、分步骤”的原则，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途径

申请入学： 

（1）符合广州市政策性照顾学生条件或花都区政策性照顾学生条

件的，可持有关证明文件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请入学； 

（2）属于房地产小区配套公办学校招生范围的，可按照《花都区

小区配套公办学校学位分配办法》申请入学，但会存在供需矛盾，建议

仍需要申请参加积分制入学； 

（3）持有我市有效《广东省居住证》连续满一年、在广州地区就

业创业、缴纳社会保险、申请积分制管理服务并完成积分核定，可为随

迁子女提出积分申请入学(详见问答 8)； 

（4）联系民办学校入读。来穗人员可结合自身情况和需求，通过

报读民办学校解决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 

2.什么是政策性照顾学生？他们可以享受什么入学政策？ 

答：政策性照顾学生是指符合当年发布的《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政

策性照顾学生清单》，或符合花都区制定的入学优惠政策的适龄儿童少

年。符合以下条件的，可持有关证明文件，向属地教育指导中心申请入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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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广州市政策性照顾学生条件，详情查看广州市教育局或

花都区教育局政府门户网站或微信公众号的最新规定； 

（2）花都区政策性照顾学生（政府重点引进和扶持的企业高级管

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等子女），详情可咨询企业所属的区行业主管部

门或教育行政部门。符合条件的，应先向所属企业或单位提出个人申请，

由企业或单位收集后向行业主管部门申请,主管部门核准后交区教育行

政部门审核。 

符合以上条件的入学申请人，在公办学校学位满足本地户籍人员需

求的前提下，由辖区教育指导中心统筹安排入读公办学校，不需参加积

分入学。 

二．积分制服务管理问题 

3.为何申请人必须先核定积分制服务分值才能参加 2019 年积分制

入学？ 

答：根据《广州市积分制服务管理规定（试行）》及其实施细则的

规定，积分制服务工作实行个人自愿、属地申办、统分结合、动态调整

的原则，申请人必须申报并核定积分后才能申请积分制入学等公共服

务。 

4.报名参加 2019 年积分制入学的申请人，应在何时提出积分制服

务管理申请? 

答：申请报名参加我区 2019年积分制入学的申请人，应在 2019年

3 月 1 日开始在网上提出积分制服务管理积分申请或调整申请，并在收

到预审通过的通知短信后，于 3 月 27 日 17:30 前，携带资料前往积分

制服务管理窗口完成受理。 

注意：如有需要同时参加 2018年积分制入户和 2019年积分制入学

的申请人，须进行入户申请受理后，再提出积分调整申请。 

5.为何 2019 年积分制入学需要提前 2 个月提交申请积分或提出积

分调整？ 

答：根据《广州市积分制服务管理规定（试行）》及实施细则，来

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申请需要经过申请、审核、评分、排名、公示、

查询、复核等环节，再由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计生、

住房保障等相关部门联动审核。尽管广州市已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

框架，力求前台材料受理、后台材料审核的电子化，但是相关审核流程，

从提交申请到获得积分约需 2 个月（即例如有来穗人员 3 月 27 日才提

交申请材料，35 个工作日以后，5 月 17 日才能确定最后积分），目的

是把积分核准，保障来穗人员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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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积分入学问题 

6.积分申请入学安排哪些年级？ 

答：除政策性照顾学生外，对参加积分申请入学的来穗人员适龄子

女，目前只开放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一年级和七年级（简称“起始年级”）

的申请。因此，提出积分申请入学的适龄儿童或少年，一年级必须为当

年 8 月 31 日前年满 6 周岁、尚未入学；七年级必须为当年应届小学毕

业生。当年 8 月 31 日年满 7 周岁或以上的儿童申请入读一年级，监护

人需提供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延缓入

学证明，监护人在积分入学网上报名后，确认信息时，延缓入学证明和

其他资料一并提交到积分制入学确认信息点（见附件 5）。 

7.积分入学申请流程如何？什么时候报名？  

答：积分入学申请统一通过登陆广州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信

息系统（http://113.108.174.59/bjfpublic/proxy/skin_1/index）进

行积分制服务管理申请，待核定积分后，再提出积分入学申请，计算申

请人积分，统一排序，统一录取，完成积分申请入学的积分和学位分配

工作。积分入学前期积分咨询由区来穗局负责，积分公示之后的学位咨

询由区教育局负责。2019年花都区积分申请入学报名将于 5月 1日启动。 

8.来穗人员完成积分核定后，需具备哪三项必备条件，可为子女参

加积分申请入学？ 

答：参加我区积分入学的三项必备条件是： 

①持有我市有效《广东省居住证》连续满一年，； 

②在我市就业（就业人员须进行就业登记，如需了解可咨询各镇街

劳动中心和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部门）或创业（在本市依法登记注册的

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企业的出资

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可咨询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③在我市缴纳社会保险五个险种（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基本养

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其中之一； 

若申请人上述三项必备条件均不在花都区的，不接受其在我区的积

分制入学申请。 

满足以上条件的来穗人员即可为随迁子女提出入读义务教育阶段

公办学校起始年级的申请。 

9.来穗人员持有我市有效《广东省居住证》、在我市就业创业及购

买社会保险的，这三项必备条件有时限等具体要求吗？ 

答：居住证要求连续时长满一年(截至 2019年 8月 31日)且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处于有效状态；就业要求有合法稳定职业且已办理就业登

记且在 2019年 4月 30日处于有效状态；选择创业项的申请人须持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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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营业执照且在 2019年 4月 30日处于有效状态；缴纳社会保险五个险

种之一要求最低一个月，并计算购买社保时间至 2019年 4月 30日为截

止日期。 

10.来穗人员可夫妻双方同时参加积分申请吗？ 

答：根据《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来穗人员积

分制服务管理规定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穗来穗规字〔2018〕2

号）的规定，来穗人员以个人为单位申请积分制管理。若夫妻双方都为

来穗人员，可以在核定积分后，自行选择分高且符合积分制入学条件的

一方提出报名申请。 

11.积分申请人需要去职能部门现场提交资料吗？ 

答：个别积分项需要申请人现场提交资料，具体见《附件 6：2019

年度花都区积分制入学指标认定及申请材料一览表》。 

12.如何保障来穗人员享受“租购同权”？ 

答：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工作方案的通知》（穗府办〔2017〕29号）、《广州市教育局关

于做好符合条件的承租人适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通知》（穗教基

教一〔2017〕53号）《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来穗

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规定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穗来穗规字〔2018〕

2 号）的文件精神，来穗人员符合享受“租购同权”的条件为：“符合

花都区积分入学安排学位条件的来穗人员随迁子女”。为保障其合法权

益，在来穗人员申请积分入学时，对申请人合法租房达到一定时长的情

况，赋予与购房者相同的分值、权重。但实施租购同权，不代表租房就

一定可以入学。 

13.积分申请入学的积分排序规则如何？ 

答：积分分两个批次计算及排序： 

（1）第一批：“省五年”优先。根据《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条例》规定，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即在花都区居住并连续办理有效居

住证满五年、在花都地区有合法稳定就业、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其中

一个险种)满五年、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以下简称 “省五年”），其适

龄子女优先获得公办学位分配。按本批次的入学申请人所得积分高低排

序进行学位分配。 

（2）第二批：普通积分。不满足“省五年”条件的，为学位安排

第二批次。若申请入学地在满足“省五年”入学申请人学位需求后仍有

剩余学位的，按本批次的入学申请人所得积分高低排序进行学位分配。 

14.申请积分入学可以挑选志愿学校吗？ 

答：参加积分申请入学的申请人，可在积分申请时选择我区城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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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街道）或 6个镇其中之一作为其子女申请入学地。我区“积分入学申

请”工作在公示积分审核结果后，将公布全区当年可提供起始年级学位

的公办学校名称及学位数，供申请人填报志愿。 

15.申请人可填报多少个志愿学校？ 

答：申请人选定拟入学地后，可在该街镇内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填

报 1-4个志愿学校。 

16.如何计算连续办理居住证有效时长？ 

答：根据《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和《居住证暂行条例》

规定，计算方式如下： 

（1）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到期的居住证，居住证功能停止不超过

30天，计算连续时长。 

（2）2016 年 1 月 1 日后到期的居住证，自居住证功能恢复之日起

计算连续时长。 

四．其他问题 

17．注意事项。 

（1）积分排序分配学位过程中，如同一志愿学校同一批次内出现

入学申请人积分总分相同情况，按以下顺序从高至低进行积分排序分配

学位：一是连续办理居住证月；二是累计办理居住证天数。 

（2）凡不按照本指引公布的时间报名、现场受理、填报志愿、报

到注册的，均视作放弃积分制入学申请，来穗部门不接受其积分制入学

申请，教育部门不再为其安排公办学校学位。 

（3）所有申请人在网上申请积分制入学后，要求到预就读街镇的

积分制入学确认信息点（见附件 5）进行现场签名确认申请信息，并提

交相关资料，若以配偶方进行入学申请，必须提供结婚证和身份证，否

则不予受理。需提交齐材料： 

 a.入学人和申请人（及配偶）身份证（小孩若未办理身份证，其

出示的户口簿上有身份证号码即可）、户口簿，验原件，收复印件。若

入学人和申请人（及配偶）分属不同户口簿的，须提供出生证、结婚证

等证明相互关系的有效材料。 

 b.申请入读初中一年级的，须提交目前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学籍证

明，经在读学校盖章，现场查验审核，收取盖章的证明材料。 

（4）申请人需保证所填信息真实，并提供原件复印件供查验，否

则申请人积分项无效，若发现填写或提供虚假资料的，例如申请入读一

年级的申请人已读过一年级等情况，区教育局和区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

有权立即取消其申请资格。 

18．来穗人员参加了积分制入学，是否就一定能入读公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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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穗人员参加了积分制入学，不一定就能入读公办学校。因为按国

家、省、市、区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招生政策，花都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

学位安排基本顺序如下： 

(1)解决本地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2)解决广州市、花都区政策性照顾学生入学。 

(3)解决来穗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制入学。 

花都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必须在解决符合（1）、（2）条件入读的

前提下,在预留适量学位以供返区生使用后，剩余的学位才能根据申请

人积分高低，用于解决来穗人员随迁子女积分制入学。 

来穗人员申请积分制入学时必须选择一个拟入学地，选定以后只能

参与拟入学地的排名安排，不能要求把拟入学地的分数和排名更改到其

他镇。例如李某申请积分制入学时确认了城区（四条街道）为拟入学地，

积分公示以后，李某得分为 120分，个人积分在城区（四条街道）的排

名为 600名，而城区（四条街道）最低安排名次为 500名，李某就不符

合城区（四条街道）的安排条件，无法进入派位。但此时赤坭镇由于申

请人数较少，申请人个人积分为 80 分的就符合条件可以派位，李某就

不能要求将拟入学地变更为赤坭镇或者其他镇，只能在城区（四条街道）

参与积分排名。 

如果来穗人员的积分制得分比较低的，或者申请入学地的申请人数

较多的，申请人达不到安排条件，都无法安排。例如 2018 年，花都区

城区（四条街道）有 2762 人申请参加积分入学，其中符合条件人数为

1674人，最终只能解决 952人，有 722 人无法获得积分入学学位，因此

申请人核定的积分和排名较低的，或者要参加报名人数较多的城区（四

条街道）和狮岭的，请申请人慎重考虑入学途径，可及早选择入读民办

学校或回原户籍地入学。 

19.重要声明 

来穗人员申请积分入学，均为个人自愿行为。剩余学位不能确保满

足所有获得积分者入读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需求。 

对于扰乱正常积分申请、学位分配秩序的人员，区来穗局和区教育

局有权将其列入扰乱积分入学秩序者黑名单，不受理其积分入学申请，

望广大来穗人员知晓。 

本工作指引解释权属于花都区教育局和花都区来穗人员服

务管理局。 
 花都区教育局 花都区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   

                                    2019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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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来穗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入读 

花都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方式 
类别 

学位安

排步骤 
审核分类 来 穗 人 员 学位分配办法 备注 

市、区

政策优

惠 

1 

政策性照顾

学生 

（1）广州市政策性照顾学生 申请人或行业主

管部门递交材料

到教育行政部门

申请，由申请地

所属指导中心统

筹安排，不需参

加积分制入学。 
 

（2）花都区政策性照顾学生（政府重点引进

和扶持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

等子女） 

 
（3）属于当地街（镇）房地产小区配套公办

学校招生范围的 

原则上需参加积

分制入学 

积分 

入学 

2 

符合“省五

年”条件，

第一批次分

配学位 

符合《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规定

第二十七条“五年”条件 
来穗人员随迁子

女在多个方面参

与项目积分，在

相应批次内按积

分排序统筹安

排。 

只开放起

始年级，即

一年级、七

年级 3 

普通积分申

请入学，第

二批次分配

学位 

在广州地区办理有效居住证连续满一年，合

法稳定就业创业，并购买社会保险 

根据《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规定，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为“省五年”，即在花都区办

理有效《广东省居住证》连续满五年、在广州地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其中一个险种)累计满五年、

在花都区有稳定就业或创业（就业人员须进行就业登记，如需了解，可咨询各镇街劳动中心和区劳动

就业服务管理部门）、申请积分制服务管理并完成积分核定，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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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花都区 2019 年积分申请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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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区各级来穗部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地址及咨询电话  

单位名称 服务区域 地址  联系电话 

积分咨询 

新华街来穗中心 新华街 新华街建设北路 105号 36995418 

新雅街政务服务中心 新雅街 新雅街雅瑶中路自编 18号 86837123 

秀全街政务服务中心 秀全街 秀全街迎宾大道西 168号 36966937 

花城街来穗中心 花城街 花城街建设北路 191号 89689305 

狮岭镇来穗中心 狮岭镇 狮岭镇阳光南路 15号 86981748 

花山镇政务服务中心 花山镇 花山镇自编菊花石大道 57号之九 86947650 

花东镇来穗中心 花东镇 花东镇东成路（花东派出所西侧） 86761555 

炭步镇政务服务中心 炭步镇 炭步镇园华路 2号 86733668-806 

赤坭镇政务服务中心 赤坭镇 赤坭镇广源东路 8号 37723891 

梯面镇政务服务中心 梯面镇 梯面镇金梯大道 12号 86851598 

学位咨询 

区教育局 花都区 新华街公益路区政府综合大楼 36898563 

城区教育指导中心 
新华街、新雅街 

花城街、秀全街 

新华街建设路1号(新华街道办事处大院

内) 
36836030 

北片教育指导中心 花山镇、梯面镇 花山镇两龙南街8号 86943655 

花东教育指导中心 花东镇 花东镇新市场凤如路15号 86849312 

西片教育指导中心 
炭步点 炭步镇市场西路一号 86843457 

赤坭点 赤坭镇吉祥街7号 86718391 

狮岭教育指导中心 狮岭镇 狮岭镇雄狮东路47号 8684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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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各级劳动中心部门地址及咨询电话  

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花都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新华街公园前路 15号 36834330 

新华街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新华街建设路 1号 36837735 

新雅街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新雅街雅瑶中路 18号 26263751 

秀全街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秀全街迎宾大道 168号秀全街综合服务中心 36861121 

花城街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花城街三东大道 14号 36884800(前台)、36886220 

花山镇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花山镇政府广场西侧 86848347 

花东镇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花东镇朝阳路 3号 86762379 

梯面镇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梯面镇金梯大道 22号 86851199 

狮岭镇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狮岭镇东升中路 81号 37761501 

赤坭镇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赤坭镇广源路 8号 86717616 

炭步镇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炭步镇北街 26号 8670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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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各职能部门网上（现场）审核，接受复核 

各街镇计生办 

单位 地址 联系电话 

新华街计生办 新华街建设路 1号新华街政务中心 86801862 

新雅街计生办 新雅街雅源中路 18号新雅街道办事处 86839802 

花城街计生办 花城街紫薇路 50号花城街政务中心 36915221 

秀全街计生办 秀全街迎宾大道西 168 号秀全街政务中心 36866993 

花山镇计生办 花山镇花山大道一号 86848515 

花东镇计生办 花东镇政务服务中心（南溪村委旁） 86777681 

狮岭镇计生办 狮岭镇南航大道与历成中路交界处 68号 36919553 

炭步镇计生办 炭步镇园华路 2号炭步镇政务中心 86733668 

赤坭镇计生办 赤坭镇新兴路 5号 86841668 

梯面镇计生办 梯面镇金梯大道 23号 86851598 

区职能部门 

单位 地址 联系电话 

区社保办 花城街公益大道兰花路 1号 86969113 

区医保办 花城街公益大道兰花路 1号 86969113 

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新华街公园前路 15号 36834330 

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花城街迎宾大道 97号亚美大厦二楼 86823152 

 

 

 

 

 

 

 

 

 

 

 

 

 

 

 

 

 

 

 

 

 

http://msa.longha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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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携带资料如下（原件、复印件一份）： 

1.申请人身份证、户口本： 

2.入学人户口本； 

3.申请人与配偶结婚证，配偶身份证、户口本（以配偶积分申请）； 

4.入学人出生证明（入学人和申请人（及配偶）分属不同户口簿的，须提供出生证）； 

5.延缓入学证明（超过 7周岁申请入读一年级）; 

6.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学籍证明，经在读学校盖章（申请入读七年级） 

 

 

 

 

 

 

 

 

 

 

 

 

 

 

各街镇积分制入学确认信息点 

（现场受理时间：2019年 5月 1日-24日，每天上午 8：30-12：00，下午 2：30-5：30） 

预就读街镇 地址 负责部门 咨询电话 

新华街 新华街建设北路 105号 

城区教育指导中心 36836030 
新雅街 新雅街雅瑶中路自编 18号 

花城街 花城街建设北路 191号 

秀全街 秀全街迎宾大道西 168号秀全综合服务中心 

狮岭镇 狮岭镇阳光南路 15号 狮岭镇教育指导中心 86981748 

花东镇 花城街东成路（花东派出所西侧） 花东教育指导中心 86849312 

花山镇 
花山镇自编菊花石大道 57号之九 北片教育指导中心 86943655 

梯面镇 

炭步镇 
赤坭镇广源路 8号 西片教育指导中心 

86843457 

赤坭镇 8671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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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花都区来穗人员积分制入学基础条件及省五年申请材料一览表 

花都区来穗人员积分制入学积基础条件及省五年申请材料一览表 

类别 计算时间点 核定部门 所需提供材料 备注 

广东省居住证 2019年 8月 31日 区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 无 
网上审核，需在 2019年 4月 30

日为有效状态 

就业情况 2019年 4月 30日 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无 网上审核，需办理就业登记 

创业情况 2019年 4月 30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无 

网上审核，该项目是指在本市依

法登记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的

投资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

股东、合伙企业的出资人、个体

工商户的经营者 

缴纳社保 2019年 4月 30日 区社保办/区医保办 省社保需提供缴费清单 

网上审核，省社保需社保的申请

人于 5月 27日至 6月 14日提交

打印明细到人社局现场审核 

计划生育情况  区卫生健康局 

外省申请人于 5月 27日至 6月 14日

提交户籍地乡镇（街道）以上计生部

门开具的证明到街镇计生办现场审

核。本省申请人到居委会登记建卡，

纳入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由

街镇计生办网上审核 

不符合在我区办理居住证连续

满 5年条件的申请人，无须处理

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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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花都区来穗人员积分制入学积分指标认定及申请材料一览表 

类别 
一级指

标编号 

一级指

标内容 

二级

指标

编号 

二级指标内容 
三级指

标编号 
三级指标内容 备注 

市
积
分
制
基
础
指
标 

1 
合法稳

定住所 

1.1 广东省居住证 第 1-10项

积分以“广

州市来穗人

员积分制服

务管理信息

系统”审定

结果为准。

由于广州市

积分制申办

和认定需要

一定的工作

时限（从申

请受理到获

得积分需 35

个工作日），

建议有需要

提出积分申

请入学的监

护人及配偶

提前在“广

州市来穗人

员积分制服

务管理信息

系统”上提

出积分申请

或积分调

整，预审通

过后，于

2019年 3月

27日 17:30

前持相关材

料原件到受

理窗口核

验，以完成

积分制的受

理申请流

程。 

1.2 在广州市累积居住年限 

1.3 居住地转移 

2 
合法稳

定就业 

2.1 就业（创业）情况 

2.2 缴纳社保 

3 文化程度（积分不叠加） 

4 年龄（积分不叠加） 

市
积
分
制
加
分
指
标 

5 技术能力 

6 
创新创

业 

6.1 
近 5年获得授权的专利且专利申请地址在广州市辖区内

的专利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6.2 
在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单位从事专业技

术工作的申请人 

7 

急需工

种或职

业资格、

服务行

业 

7.1 
职业工种或职业资格符合当年广州市积分急需工种或职

业资格目录 

7.2 
现正从事特殊艰苦行业一线人员（公安消防、环卫、公共

交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残疾人照料） 

8 

社会服

务和公

益 

8.1 

近 5年内参加

社会服务和公

益 

8.1.1 在广州市参加无偿献血  

8.1.2 在广州市参加义工服务 

8.1.3 在广州市参加志愿服务 

9 纳税 

10 表彰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