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僧多粥少
紫鹭与蛇同争一条鱼

在印度班加罗尔，摄影师成功地捕捉到了一条蛇和
一只紫鹭共同争夺一条鱼的场景。当一只紫鹭正在水
边盯着一条水里的鱼，企图把它作为自己的早餐时，一
条蛇从水中出现并企图夺走那条鱼，一场争夺早餐的战
斗由此开始。

梦幻一幕
冰洞内冰块金光灿灿

摄影师在冰岛冰洞拍摄到罕见一幕，太阳正好与山
洞的入口排成一条直线，冰仿佛被点燃，看起来就像是
琥珀。据悉，这一现象一年只有一两次。

冰岛的冰洞又称大冰洞、蓝冰洞，全天然形成，隐藏
在冰川边缘。冰川融水从冰川底部流淌，需要几年甚至
几个月就可形成冰洞，但冰洞存在周期短，随时都有可
能塌陷。所以每年都会有冰洞消失，也会有新的冰洞
形成。

10日，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我市2019年秋季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正式出炉。

今秋市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将坚持“市区一体、以区为主，相对就近、免试入学，统筹兼顾、阳光公平”的原

则。由市城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市城区各义务教育学校负责实施，确保市城区所有适龄儿童

少年都能入学，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消除超大班额，有条件的学校力争消除大班额。对于教育资源配置不

均衡、家长择校热度高区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校划片、学校托管、集团化办学等改革措施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

面，努力办人民满意教育。

7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盛勇

电话：0715—8128771 科教观潮 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

E-mail:zhuma0723@163.com

科技资讯

为了进一步做好我市城区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充分体现招生工作
的公平和公正，继续落实好“划片、就近、
免试”的招生原则，实现城区内每个适龄
儿童、少年均拥有一个相对就近的公办
学校学位。2019年咸宁市城区（温泉、咸
安）幼升小、小升初、转学插班学生入学
实施网上登记与现场审核相结合的工作
模式。那么，城区新生入学平台如何进
行登记呢？

据了解，需在平台登记的学生对象为
三类。幼升小学生：城区年满6周岁的适
龄儿童；小升初学生：2019年城区小学毕
业生；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入学：进城务工
随迁子女必须转入市城区学校入学的学
生。

网上登记流程及时间安排是怎样
的呢？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小学一年级学生必须是2013年8月
31日前出生，不满6周岁网上不接受登
记，所有及龄儿童、小学毕业升初一、转学
插班的少年必须在“平台”登记，教育行政

部门和学校不接受学生和家长现场登
记。教育部门将根据登记情况实施秋季
入学招生工作。“平台”登记流程如下：

第一步：7月15日-7月30日，手机上
网登记。家长或者学生（或在学校老师的
帮助下）先登录咸宁教育信息网(http://
jyj.xianning.gov.cn/) ，点击城区义务教
育入学登记系统。点击注册，输入自己的
手机号，点击发送密码，随即用短信上得
到的密码和输入的手机号来进行登陆，开
始录入信息（注意升学类型“城区小学报
名登记”、“初中招生报名登记表”、“进城
务工随迁子女入学申请表”的选择，不要
选错）；检查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一
个身份证号只能填写一个学生信息，填写
完成之后将不能进行修改）。如果录入信
息有误，请联系市教育局8255942。

第二步：网上登记结束后，在电脑上
打印入学登记表。

在电脑或者手机上登录报名系统，在
填写的界面处下方点击打印，将会跳转到
已填写的信息处，如果该界面没有显示，

即表示信息填写成功，点击页面左下方的
导出，将会下载有关该报名信息的word
文档，到打印店打印入学登记表。

第三步：8月20-23日，学生家长持
打印的登记表和户口本、身份证、房产
证、土地证等能证明子女具有对应学校
入学资格的相关材料原件（同时备用复
印件两份）到对应学校接受现场审核（8
月 20—21日现场审核户口和常住住房
都在服务片区的学生，8月22—23日审
核其它情况的学生），现场领取入学通
知书。

网上登记平台是城区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招生摸底调查及学位安排的重要依
据，所有要求入学的起始年级学生必须进
入“平台”登记。因此，没有进入网上登记
平台的新生无法到相关学校进行现场审
核；如有特殊原因没有进入平台登记的，
必须于8月8—12日持书面申请到市城区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设在
市、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说明原因，经城
区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同意后

再携带入学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两份）到
服务区对应学校现场审核。无特殊原因
未在“平台”登记，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到市
城区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审核
的，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只能待秋季
开学后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安置到有学
位的学校就读。

第四步：8月26－28日，凭入学通知
书办理入学手续。

针对城区新生入学平台登记，市教育
局相关人员特别提示，一是要在规定时间
进行登记。二是要及时了解相关招生政
策，按照片区申报对应学校入学。若未
按照片区划分申报，只能由教育行政部
门统一安置到指定学校就读，由此所造
成一切后果由学生法定监护人承担。三
是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初一只招收校本
部和玉泉校区的直升学生，其他学校小
学毕业生、插班生在“平台”登记时只能申
请到城区其他学校就读（如高新实验外国
语学校、香城学校、第三初级中学、浮山学
校等）。

城区新生入学平台如何登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通讯员 余茹

我市发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

确保所有适龄儿童少年都能入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通讯员 余茹

招生对象：在市城区行政区划内实际居
住，年满6周岁（即2013年8月31日以前出
生）的适龄儿童。

除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咸宁市实验小
学，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原咸安区实验
中小学）、咸宁市第二小学（原咸安区西门小
学）和咸安区外国语实验小学等学校外的其
他学校可根据学位情况，学生入学年龄可以
适当放宽一个月（即2013年9月30日以前
出生）。具体办理程序：学校在不突破招生
计划上限前提下，8月29日后可登记审核
年龄放宽一个月的学生，并按管理权限报
市、区教育局基础教育部门审核备案后，按
年龄由大到小办理入学手续，直至学位满员
为止。

招生片区：市、区教育局根据市、区小学
布局及常住人口分布情况、学校招生规模，
合理划分各学校招生片区。

招生批次与审核材料提供：
第一批：学生及其监护人户口在学校片

区范围，且监护人家庭房屋产权在学校片区
范围内。

第二批：学生及其监护人户口不在学校
片区范围，但监护人家庭房屋产权（不含门
面、车库）在学校片区范围内。

所有学生入学前，家长（或法定监护人）
须提供所要就读学校入学资格的有效证件
及其复印件，并在统一规定时间内到学校接
受现场审核。

第一批、第二批需提供以下资料：1、家
庭户口簿；2、不动产证（房产证）或房管部
门备案的购房合同等其他合法固定居住证
明的原件（房屋的规划用途必须为住宅，不
动产证或房产证未记载用途的，土地证记
载的规划用途必须为住宅用地。民间契约
及协议均不视作招生的房产依据），居住一
年以上的相关证明（如水电费缴费凭据等）；
3、拆迁户需提供正式拆迁补偿安置合同
（包括原已取得的相关证件、棚改指挥部证
明）。

学生监护人在市城区无固定房屋产权
（须提供房产部门开具的无房证明），全家户
籍挂靠父母（岳父母），且与父母（岳父母）共
同居住的，视为符合“第一、二批”入学条件，
同时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相关要求。

第三批：

（1）学生及其监护人户口在市城区范
围内，但在市城区内无固定房屋产权的。

需提供以下资料：1、家庭户口簿；2、由
房产局出具的学生及监护人在我市城区内
无固定住房证明；3、公安机关出具的暂住
证明。

（2）在我市城区内无固定房屋产权的
外来进城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

除提供家庭户口簿、由房产局出具的
学生及监护人在我市城区内无固定住房证
明、房屋租赁合同和公安机关出具的暂住
证明外，外来进城经商人员随迁子女还需
提供：①学生父母或监护人持本地工商核
准的《营业执照》；②税务部门核准的《税务
登记证》(多证合一只提供一个登记证
书)。外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需提供：
①学生监护人加盖单位鲜章的用工单位《营
业执照》复印件；②本务工者与用工单位签
订的劳务合同原件及复印件；③用工单位给
本务工人员缴纳本年度社会保险凭证复印
件（经办人签字，加盖单位鲜章，一年以上含
一年），和居住在学校招生片区内的其他有
效证件。

（3）对于在市城区未挂靠用人单位从
事零散服务行业的外来从业人员子女入学，
由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凭所在街道社区相
关证明，按临时居住地域，分别到市第七小学
（原红泉小学）、市十四小学（原西河小学）、市
十七小学（原双泉小学）领取《咸宁市城区进
城务工随迁人员子女入学申请表》，登记相关
信息。学校登记后咸安区教育局普教股审
核，统一安排到有富余学位的学校就读，如无
法安排，则只能回原籍相关学校就读。

招生程序和方式：
（1）各小学按学校招生计划先招收在

“平台”登记的所属学区范围内第一批、第二
批适龄儿童。

（2）学校招收第一、二批学生后有剩余
学位，可启动程序招收第三批学生。如果学
生数超过学位数由学校根据监护人提供资
料齐全情况、实际居住处远近和入住时间综
合考虑自主制定录取办法，向社会公示。如
果学生数未超过学位数，则全部录取。

（3）对于资料不全或未在“平台”登记
的学生，由市、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有空余
学位的学校就读。

公办小学如何招生？
招生对象为在市城区行政区划

内实际居住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市、
区教育局根据适龄少年人数、学校
分布、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因素，

合理确定初中学校招生范围。招生
批次的确定和需提供的材料、招生
程序和方式及时间安排与公办小学
相同。

公办初中如何招生？

今年，咸宁市高新实验外国语学校
（原咸宁市金桂学校）建成开学，一年级
及七年级分别开设四个班，其他年级开

设一到二个班，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及
其他市直学校与咸宁市高新实验外国语
学校（原咸宁市金桂学校）开展教师交流。

新增学校如何招生？

市城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实行
“自愿报名、计划到校、自主招生、免试入
学”的方式进行，并向社会公告，由市、区教

育局统筹监管，市东方外国语学校、北大邦
梓山湖实验学校、湖北咸宁市鲁迅学校今
秋一年级及七年级每校各招生4个班。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如何招生？

残疾儿童入学。具有接受普通教
育能力的轻度残疾儿童少年可以到普
通初中、小学随班就读，中度残疾的适
龄儿童少年到咸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登
记入学。

企业高管、引进人才、军人的子女
入学。咸宁市招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引进人才、军人的子女入学分别按《咸
宁市招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子女入学
暂行办法》《咸宁市“人才绿卡”人员子

女入学入园暂行办法》《咸宁市军人子
女优待入学的暂行办法》（咸市教基
〔2017〕20号）办理。

企业高管子女需提供任职文件、员
工证、个人年度所得税纳税证明和企业
年度纳税证明等相关资料，引进人才需
要提供市人才办文件和人才绿卡等相
关资料，军人子女需要提供部队相关证
明和军官证（士官证）等相关资料交学
校审核。

其他群体如何入学？

7月15日—7月31日，在市城区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登记“平台”进行登记；

8月20日—8月23日，市城区各学校
对“平台”登记的第一批、第二批学生现场审
核入学条件，学校根据审核进度自行确定发
放入学通知书时间；

8月26日—8月27日，市城区各学校对
“平台”登记的第三批学生现场审核入学条

件，对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发放入学通知
书；

8月28日—8月29日，市城区各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新生入学报名，转学插班登记。

8月30日，没有突破招生计划的小学
（条件见招生对象），登记审核2013年8月
31—9月30日出生的学生。

8月31日后，统筹安排其他学生入学。

招生时间如何安排？

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对于教育
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地
方，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校划片”政策
和市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实际
情况，今年，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初一
只招收本校和玉泉校区直升学生；小学
一年级招收服务范围内2015年7月31
日之前购买住房并且实际入住一年以
上的居民子女，玉泉校区（泉塘小学）一
年级招收2015年8月1日—2017年6
月30日期间购买住房并且实际入住一
年以上的居民子女。对于2017年7月
1日之后在片区范围内购买住房的，可
申请到咸宁市第十一小学（原杨下小
学）、咸宁市香城学校（原岔路口中学）、
咸宁市浮山学校（原浮山中小学）和咸
宁高新实验外国语学校（原咸宁市金桂
学校）入学。

咸宁市实验小学、温泉中学、咸宁

市咸安区实验学校（原咸安区实验中小
学）、咸安区外国语实验小学、咸宁市第
三小学（原郭林路小学）、咸宁市第二小
学（原西门小学）、咸宁市第十小学（原
东门小学）、咸宁市第六小学（原北门小
学）招收范围内2018年7月31日之前
购买住房有房产证并且实际入住一年
以上的居民子女，对于2018年7月31
日之后购买住房并且实际入居的适龄
儿童少年按实际居住时间先后实施多
校划片入学，统筹安排到相对就近学校
入学。

从明年开始，实施多校划片学校购
房入住时间由学校根据学位及片区适
龄儿童和少年综合考虑确定，并及时对
外发布。

今后几年，市、区教育局将根据市
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新建进程，适当
调整部分学校招生范围。

如何实行多校划片？

火山喷发
烟灰腾空犹如蘑菇云

千岛群岛一座无人岛上的雷科克火山沉寂百年后，
近日开始喷发，火山灰覆盖大片天空。飞行于地球400
公里上空的国际空间站正好观测到了该壮观景象，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宇航员及时拍下了这一奇观。
宇航员拍摄的照片中可以见到巨型的云雾，相信这是因
为岩浆涌出岛屿后与海水接触，大量水蒸气挥发升腾而
形成。

颇有心机
瞻星鱼伪装“潜伏”

乍看像个鬼脸，仔细看你会发现画面中竟是一条
长相怪异的鱼“潜伏”在沙堆里，令人毛骨悚然。摄影
师在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布莱尔高里码头海域潜水
时，捕捉到了一只神秘的瞻星鱼，这家伙扭曲的脸部看
起来像诡异的外星生物，安静地伪装在沙子里暗中观
察。瞻星鱼是一种极其凶猛又充满心机的鱼，它会将
自己的身体埋在沙子中，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两只
突出的眼球会不停地搜索那些毫无防备的小鱼和小
虾，趁其不备将它们吃掉。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