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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常州市政务办
教育局窗口的信息，根
据《2022 年常州主城区
幼 儿 园 、小 学 、初 中 生
入 学 指 南》，主 城 区 小
学入学以就近、免试入
学为原则，由其所隶属
的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负 责
实 施 。 主 城 区 小 学 学
区 范 围 可 登 录 常 州 市
教育局网站或“我的常
州 ”手 机 App“ 学 区 查
询”栏目查询。

■杨曌 祝慧敏

Q：具有常州主城区户籍的
适龄儿童如何报名？要带哪些
材料？

A：完成招生入学系统信息
采集登记后，在现场审核报名
材料时间段内，父母或其他法
定监护人带上孩子，凭户口簿

（儿童和一名法定监护人须在
同一户口簿）、合法固定住所证
件以及其他有关证明材料，到
合法固定住所所在学区内的小
学办理现场审核手续。

Q：怎样理解合法固定住
所？

A：合法固定住所是指在主
城区长期固定居住属于自己全
产权的住宅房屋或租住属公有
产权并领取房屋租赁证的房屋

（包括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

Q：怎样理解产权证？
A：产权证是指住宅房屋不

动产所有权证（不包括商业、办
公、工业用房、车库等不动产所
有权证），产权人是儿童父母或
儿童本人。

Q：适龄儿童的户籍与父母
的户籍及合法固定住所不一致
时，学区如何确定？

A：儿童户籍应与其父母一
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常住户
籍及合法固定住所保持一致。
若不一致，以父母或其他法定
监护人的合法固定住所作为确
定学区的主要依据。

Q：适龄儿童父母无合法固
定住所，但持有祖父母或外祖

父母的产权证，该如何入学？
A：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

件，可到相应学区小学报名入
学：

（1）适龄儿童的父母双方
均未购房；

（2）父 母 婚 后、孩 子 出 生
后，父母一方和孩子的户籍一
直都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同
一户籍上，且从未迁移过；

（3）父母、孩子与祖父母或
外祖父母实际长期固定居住在
一起。

Q：适龄儿童父母有合法固
定住所，但孩子出生后三人的
户籍一直都与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在同一户籍上，且从未迁移
过，并且实际长期固定居住在
一起，这类儿童该如何入学？

A：如果适龄儿童的父母
有合法固定住所，即使孩子出
生后户籍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处从未迁动过，也应回到孩子
父母的产权证所在的学区入
学。

Q：家长有两套以上独立产
权房（都有产权证）的适龄儿童
到哪里入学？

A：以父母一方和儿童户籍
所在、且实际居住的那套住房
所在学区来确定就读小学。

案例：小明父母在常州有
两套住房，分别位于天宁区和
新北区。现全家的户籍都在天
宁区，并实际居住在此。今年，
小明即将幼升小，如果要到新
北区房屋相对应的小学就读，
小明的父母则应至少把父母一
方的户籍和小明的户籍迁入新
北区，并实际居住在此，小明就
可以到新北区相对应的小学就
读。

Q：儿童户口随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和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学
区常住的，而父母双方户籍不
在本市的适龄儿童该如何入
学？

A：若父母双方为不在本市
的现役军人（含武警）或公派出
国工作的专家、技术人员等，可
凭相关证明在该学区小学入
学。除上述情况外，由各区教
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入学。

Q：适龄儿童父母持有祖父
母或外祖父母共有产权证的该
如何入学？

A：适龄儿童父母无合法固
定住所，父母一方和儿童户籍
一直都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
同一户籍上，且实际居住在有
共有产权证的那套住房里，可
以到共有产权证住房相对应的
小学报名入学。如果适龄儿童
父母有合法固定住所，该儿童
则应到父母合法固定住所相对
应的小学入学。

Q：全家无合法固定住所的
主城区户籍适龄儿童该如何入
学？

A：全家无合法固定住所的
常州主城区户籍适龄儿童，由
儿童的实际居住地教育行政部
门统筹安排入学。

Q：购买新建住宅房未取得
产权证的主城区户籍适龄儿童
该如何入学？

A：具有常州主城区户籍、
家庭已购买新建住宅房，但尚
未取得房屋产权证（2022 年 12
月31日前交付）的适龄儿童，由
各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新建住
宅房所在地相对就近统筹安排
入学。

Q：实行学位使用周期管理
的公办小学学区内的二手房购
买者子女入学有何规定？

A：实行学位使用周期管理
的公办小学新生入学，其父母
原则上应在小学招生报名一年
前（7 月 1 日）办理好二手房产
权证及儿童和父母一方户籍迁
入手续，并实际居住。学区内
的每套住房，六年内只能安排
一名适龄儿童入学（非独生子
女家庭除外）。除上述情况外，
则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
排入学。

Q：家里房屋本年度拆迁
后，但未重新购房的适龄儿童
如何入学？

A：适龄儿童家里房屋本年
度（2021年5月31日至2022年6
月30日之间）拆迁，但未重新购
房，应出具相关部门证明和有
关材料，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
仍安排到拆迁房对应的小学入
学。

Q：家里房屋往年拆迁后，
但未重新购房的适龄儿童如何
入学？

A：适龄儿童家里房屋往年
拆迁后，但未重新购房，家长应
出具相关部门证明和有关材
料，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
安排到与暂住地相对就近、且
有空余学额的小学入学。

Q：家里房屋拆迁后，已重
新购房的适龄儿童该如何入
学？

A：家里房屋拆迁后已重新
购房，不论是何时拆迁，适龄儿
童都应到新居住地对应的小学
入学。

关于常州主城区户籍学生
小学入学常见问题的解答

■杨曌 蒋彩华 图文报道

本报讯 7月23日晚7点，
一场由常州经开区实验小学四
年级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

“全民反诈”公益演出在潞城花
苑东门小广场火热开演。

活动中，同学们表演了情
景剧《都是转账惹的祸》《小区
里的伏击》《骗子的新手段》等
数十个节目，吸引了不少社区
居民到场支持。活动现场还
邀请学校的法治顾问——潞
城派出所社区民警宋振宇、教
导员张青华，给现场观众普及
反诈知识。

本次公益演出的发起人
是经开区实验小学四年级陈
羿和陈希。陈羿告诉记者，他
们从新闻里得知一起诈骗事
件，便萌生了组织一次公益演
出的想法。于是他们俩召集
了小伙伴一起策划实施。“无
规矩不成方圆，通过组织这次
活动，我充分感受到了规则的

重要性。小组成员间不断磨
合，锻炼了我们的创作能力、
组织能力、沟通和协作能力。”
陈羿说。

此次活动是经开实小扎
实推进“双减”，让教育回归本
真，让学生回归家庭、回归社
会的缩影。作为“双减”落地
后的第一个暑假，为丰富孩子
们的假期生活，经开区实验小
学提早策划，为同学们提供了

“菜单式”暑假学习活动：“一
本好书”“二次打卡”“三项运
动”“四项技能”鼓励同学们探
秘自然，做一个寻趣者；关注
生活，做一个发现者；实践体
验，做一个行动者。同学们或
相约图书馆，阅读诗篇名著；
或打卡地铁站，感受城市发
展；或参加红色研学实践，寻
访“红色印记”，或组团策划项
目，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同学们在有趣又有料的暑期
生活中认识了社会、锤炼了意
志、积累了经验，努力成为新
时代好少年。

常州经开区实验小学

四年级娃自编自导自演
反诈公益演出

豆 妈 9 年 级 ：受 疫 情 影
响，娃三年没出江苏了，趁着
中考结束出来走走，高中三年
估计没什么时间出来玩

坤妈-大 1：@豆妈 9 年级
定心了，带孩子去“浪一浪”

菲妈 9 年级：我也想出去

玩啊
坤妈-大 1：我们也是中

考结束后出去过，高中真没时
间

豆妈 9 年级：是的，去学
校报到完就赶紧出来，带娃看
山看海

趁暑假带娃出去“浪一浪”

常州晚报“教育问答”栏目问题征集中——

如果您在亲子教育、升学考试、学区政策等方面有任何疑
问，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将连线权威专家，为您解疑答惑。

参与方式：关注“常州第 1 升学”微信公众号（微信号：
CZDYSX），在后台留下您想问的具体问题+联系方式，我们
会第一时间给您答复。咨询电话：88066267。

教育
问答

，晚报教育嗨嗨
这里是家长交流孩子成长的自由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倾诉孩子成长的烦恼

在这里，你可以分享同城家长教子心得

在这里，你也可以寻求教育的最前沿资讯

请加入晚报教育

QQ群

群言无忌群言无忌

幼儿生家长群

89672273
小学生家长群

114205837
初中生家长群

65472317
高中生家长群

60473283

时间：本周 出处：晚报教育家长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