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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区教育局 文件 
 

深盐教„2016‟29号 

 

盐田区教育局关于做好 2016-2017学年幼

儿园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幼儿园： 

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工作规程》、《深圳市学前

教育管理暂行办法》及深圳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16-2017

学年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精神，现就做好

我区 2016-2017学年幼儿园招生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原则 

（一）统一招生时段。各幼儿园应依据当年大班毕业

人数和本园学位资源，合理制定新学年招生计划。5 月 4

日至 6 月 30 日为全区幼儿园新学年招生时段，其中公办幼

儿园在 6 月 10日前结束招生工作。各幼儿园本着方便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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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确定幼儿园的具体招生时段，有学位时，幼儿园可

以随时补招。 

（二）原则上就近招生。公办的机关、实验幼儿园面

向海山、沙头角、盐田片区招生，梅沙幼儿园原则上优先

满足梅沙片区适龄幼儿入园需求。为保证学位分配的公平，

统一招生期间，家长只能选择其中 1 所幼儿园申请学位。

2016 年秋季学期，幼儿园小班的招生对象原则上为 2013

年 8 月 31 日（含 31 日）前出生的儿童，中班和大班的插

班生年龄依次前移 1 年。 

幼儿园不得招收亲子班。 

   （三）幼儿园招生原则上参照执行小学一年级新生入

学的相关政策，或根据生源类型采取抽签方式录取。 

1.生源类型（分类中的户籍以适龄儿童户籍为准） 

A 类：盐田户籍、盐田自有产权房； 

B 类：深圳其它区户籍、盐田自有产权房； 

C 类：非深户、盐田自有产权房； 

D 类：盐田户籍、租房或单位房； 

E 类：深圳其它区户籍、租房或单位房； 

F 类：非深户、租房或单位房。 

2.录取办法 

（1）按 A 至 F类顺序，依次录取。同一类别的生源，

再分为两小类，第一小类为独生子女，第二小类为非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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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其中，独生子女优先。若符合资格的同类别的申请

人数超过剩余学位数，以抽签的方式录取。 

（2）在规定时段内，申请及递交资料的时间先后不作

为是否安排学位的依据。 

 二、工作程序 

   （一）制定招生方案，按规定备案。各幼儿园应认真

制定新学年招生工作方案。在招生工作开始前须将招生方

案、《盐田区学前教育机构招生信息公开表》（见附件 2）

和招生广告（或简章）报区教育局审核备案，并于 4 月底

前向社会公示。 

（二）公开招生信息，提供咨询服务。幼儿园应在园

内张贴或在本园网站公示包括办学基本信息、本学年招生

计划及招生条件、已备案收费项目及标准以及咨询电话等

信息，充分保障适龄儿童家长的知情权。 

（三）接受报名申请，查验相关资料。幼儿园可采取

现场报名或网络报名等多种形式接受新生报名，尽量避免

过度集中报名的现象，做好招生场所安全防范和传染性疾

病的防控工作。 

各幼儿园需查验如下资料原件，其中，社保清单需交

原件，其它原件交 A4 纸复印件。所交资料按以下顺序装订： 

1.深圳户籍儿童 

（1）儿童本人的户口本、出生证、预防接种证、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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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证（非必备件）； 

（2）儿童家长的户口本、盐田区内合法住房证明。 

2.非深圳户籍儿童 

（1）儿童本人的户口本、出生证、预防接种证、独生

子女证（非必备件）； 

（2）儿童家长的户口本、居住证、盐田区内合法住房

证明、儿童父母一方在深参保的社保卡或儿童父母在深经

营的《营业执照副本》。 

（四）办理入园登记，建立管理档案。新生在入园前，

应按规定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格检查，合格者方可入园。健

康检查按市教育局与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联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幼儿园儿童健康检查工作的通知》

（深教„2012‟599 号）的规定执行。新生入园时，儿童

家长需填写《深圳市盐田区幼儿园在园儿童基本情况信息

采集表》；新生入园后，幼儿园应按规定及时建立新生健康

档案和学籍档案。将《深圳市盐田区幼儿园在园儿童基本

情况信息采集表》中的相关数据信息填入“深圳市在园儿

童数据信息采集系统”。 

 三、工作要求 

（一）招生方案及招生广告（或简章）必须符合法律

法规、政策及相关文件的要求，合理安排幼儿园的招生时

段。于 4 月下旬各园将招生方案及招生广告（或简章）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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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育局教育科审核备案后向社会公布。 

 （二）加强招生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及时解决招生工

作中出现的问题。禁止举行任何形式的入园测试和变相测

试，严禁违规招生和违规收费，违者通报批评，情节严重

的，予以相应处罚。 

（三）严格执行《深圳市学前教育机构设置标准》，不

得超规模、超班额招生。幼儿园调整办学规模和招生年龄

须经区教育局批准。 

（四）设置专门的咨询电话，接受家长对招生工作的

咨询，确保新学年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 

 

附件 1：《深圳市盐田区幼儿园在园儿童基本情况信

息采集表》 

附件 2：《盐田区学前教育机构招生信息公开表》 

 

  

                                 盐田区教育局 

2016 年 4月 20日 

 

（联系人： 董晓丽 ，电话  2522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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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深圳市盐田区幼儿园在园儿童基本情况信息采集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出生地  籍贯  民族  

户籍 

所在

地         省         市（县）        区（镇）            派出所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户籍类别 

（打

√） 

□盐田户籍 □非盐田深户  □非深户籍有深圳居住证  □非深户籍无深圳居住证  □港澳籍  □台籍  □外籍    （填国籍） 

父母 

（ 或

监

护

人） 

情况 

姓名 
关

系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父母手机） 
是否深户（打√） 是否缴纳社保（请选择打√） 

 父     □是   □否     □是        □否 

 母     □是   □否     □是        □否 

父亲职业类别（打√） □行政事业单位人员  □教师    □专业研究人员  □工商个体户  □企业员工  □农产品行业  □无业  □其他 

母亲职业类别（打√） □行政事业单位人员  □教师    □专业研究人员  □工商个体户  □企业员工  □农产品行业  □无业  □其他 

在深

居住

情况 

现家庭住址       市     区      街道       社区        路    号       小区 家庭电话  

父母（或监护人）       

在深连续居住时

间 

□不足 1年  □1-3年  □3-5年  □5年及以上       （请选择打√） 

住房类别 □自有产权房   □租房   □自建房   □合作建房   □单位宿舍   □军产房    □集资房     □祖辈房    □其他  （请选择打√） 

□儿童随父母居住   □儿童父母不在深随亲戚（监护人）居住   □儿童父母不在深随其他人员居住   （请选择打√） 

家庭计划

生育情况

（打√） 

□独生子女    □政策内或者全面二孩    □政策外但已接受处理    □政策外没有接受处理  （请选择打√）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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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盐田区学前教育机构招生信息公开表 

 

幼儿园名称（公章）：                                  

幼儿园地址：                                          

基

本

信

息 

园长 

姓名 
 办学许可证编号  

开办 

时间 
 现有办学规模 共计   班。小班   个，中班   个，大班   个。 

招生

年龄

段 

 新学年预招生人数 共计   人。小班   人，中班   人，大班    人。 

办学 

等级 
 保教费标准       元/月 伙食费标准 元/月 

教职

员工

配置 

 

全园教职工共     人。正、副园长    人，专任教师    人，保育员    人，

卫生保健员    人，保安    人，其他    人。教职工与幼儿比例         ，专任

老师与幼儿比例         。 

 

    全园教职工学历达标率    %，大专以上学历    人，专任教师占比     %。 

园所 

网址 

 
联系电话  

幼

儿

园

简

介 

 

招

生

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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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 熊瑛同志，区纪委（监察局）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  

盐田区教育局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2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