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招考委〔2018〕9 号 

 
 

关于认真做好 2018 年成都市普通高中 
指标到校生工作的通知 

 

成都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基层治理和社会事业局，各区（市）
县教育局，各直属（直管）学校： 

根据《成都市招考委 成都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2018 年成
都市高中阶段教育学校统一招生（招收初中毕业生）考试工作实
施规定〉的通知》（成招考委〔2018〕7 号）要求，现对 2018 年
全市普通高中指标到校生工作安排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指标到校生计划及下达 
指标到校生均为学校统一招生计划。市直属学校（指石室中

学、成都七中、树德中学三所学校的七个校区，下同）指标到校
生比例为学校面向“5+2”区域统招生计划的 50%。“5+2”区域指成
都天府新区（纳入中心城区招生范围的区域，下同）、成都高



 

新区（不含成都天府空港国际新城，该新城暂时纳入简阳市
统一管理，下同）、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
各区（市）县指标到校生比例不低于其所属的省二级以上示范性
普通高中在本招生区域统招生计划的 50%。 

中心城区（指成都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
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双流区、温江
区、郫都区、新都区，下同）指标到校生总计划由成都市教育局
根据中心城区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统招生计划确定、下达
到各区。郊区新城各招生区域指标到校生总计划由成都市教育局
根据当地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统招生计划确定、下达。 

二、指标的分类及分配范围 
（一）指标的分类 
中心城区指标的类别包括：艺体指标、高层次人才子女指标、

市级统分指标、区域指标、区域调剂指标。郊区新城各招生区域
参照中心城区办法执行。 

（二）中心城区各类学校指标的构成及分配范围 
1．市直属学校 
市直属学校指标由艺体指标、高层次人才子女指标、市级统

分指标构成。 

学校面向“5+2”区域统招生计划的 50%中，扣除各校艺体指
标、高层次人才子女指标，其余名额为市级统分指标，由成都市
教育局统筹分配到中心城区。其中：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双流
区、温江区、郫都区、新都区根据各区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请分配
名额；“5+2”区域由成都市教育局按规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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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区纳入市级统分的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 
各区纳入市级统分的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指标

由市级统分指标、区域指标构成。 

各区选择一所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报成都市教育局
同意后，按比例纳入市级统分。其中：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双
流区、温江区、郫都区、新都区教育行政部门按不低于学校本招
生区域统招生计划 5%的比例，提出纳入市级统分的名额及分配
意向，成都市教育局统筹安排。剩余的指标作为学校所在行政区
的区域指标，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在本区内均衡分配；“5+2”区
域的学校在本招生区域统招生计划的 12%作为市级统分指标，由
成都市教育局统筹分配到该学校所在行政区以外的中心城区，另
38%作为学校所在行政区的区域指标，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在本
区内均衡分配。 

3．各区其余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 
各区其余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指标由区域指标、

区域调剂指标构成。 

各学校在本招生区域统招生计划的 50%作为指标到校生计
划，可以作为区域指标在学校所在行政区均衡分配，也可经同意
后作为区域调剂指标在学校所在行政区以外的其他中心城区使
用。区域调剂指标由招生学校及所在行政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
或由生源所在行政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经双方教育行政部门协
商并报成都市教育局同意后执行。 

三、指标的分配原则 
各区（市）县在分配指标时，应按均衡、扶薄要求，指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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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倾斜。中心城区各类指标按以下原则进行分
配，郊区新城各招生区域参照中心城区办法执行。 

（一）市级统分指标的分配原则 
1.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双流区、温江区、郫都区、新都区

各区的市级统分指标，由成都市教育局依据各区教育行政部门的
申请将名额分配到区，区教育行政部门在区内统筹分配。 

2.“5+2”区域内市级统分指标由成都市教育局统一进行分
配。市直属学校的市级统分指标由成都市教育局以各区范围内初
中学校（包括辖区内市属及区属公办初中学校、辖区内市属及区
属公办高完中学校初中部，下同）符合指标到校生基本条件的学
生为基数均衡分配到各区的初中学校；各区属学校纳入市级统分
的指标，由成都市教育局统筹，以各区范围内初中学校符合指标
到校生基本条件的学生为基数，均衡分配到其他区的初中学校。
分配指标时遵循以下原则： 

（1）市级统分指标的分配涵盖区域内所有初中学校，每一
所初中学校都应分配市级统分指标。 

（2）市级统分指标的分配以各初中学校符合指标到校生基
本条件的学生人数为基数。 

（3）参与市级统分的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市
级统分指标均衡分配，同一所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
市级统分指标原则上分配到每一所初中学校，不将名额集中到某
一所或者某几所初中学校。 

（4）某一所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指标被分配
到某一个区的名额为：该学校市级统分指标总名额×(该区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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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符合指标到校生基本条件的学生人数÷符合指标到校生基本条
件的学生总人数)。计算结果四舍五入，各区名额汇总后与总名
额由于四舍五入带来的误差由成都市教育局调整。 

（5）某一所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指标被分配
到某区的某一所初中学校的名额为：该学校分配到该区的总名额
×(该初中学校符合指标到校生基本条件的学生人数÷该区符合指
标到校生基本条件的学生总人数)。计算结果四舍五入，各初中
学校名额汇总后与总名额由于四舍五入带来的误差由成都市教
育局调整。 

（二）区域指标的分配原则 
区域指标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以本区范围内初中学校符合

指标到校生基本条件的学生为基数进行均衡分配，在分配时应参
照市级统分指标在各区的分配原则，分配方案上报成都市教育局
备案后执行。 

（三）区域调剂指标的分配原则 
区域调剂指标由生源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以本区范围内初

中学校符合指标到校生基本条件的学生为基数进行均衡分配，在
分配时应参照市级统分指标在各区的分配原则，分配方案上报成
都市教育局备案后执行。 

四、指标到校生的基本条件 
指标到校生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户籍在本招生区域（“5+2”区域作为一个招生区域，其
余各区<市>县各作为一个招生区域，全市共 16 个招生区域）； 

（二）初一年级即在本校按政策规定入学、有本校 3 年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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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籍且在本校连续就读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符合政策规定正常转
学的，应在本校连续读满 2 个学年以上、且有本校 2 年或以上正
式学籍； 

（三）择校入学的学生不能享受指标到校生政策； 
（四）德、智、体、美优秀，综合素质评价达到 A 等、体育

达标。 
五、指标到校生的产生程序及空余名额使用办法 
中心城区指标到校生的产生程序及空余名额使用办法如下，

郊区新城各招生区域参照中心城区办法执行。 

（一）指标到校生的产生程序 
1.各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省、市总体要求,结合本区实际，制

定本区指标到校生的具体工作办法，上报成都市教育局同意后执
行。 

2.各初中学校应根据省、市总体要求以及所在区的要求，依
据学生初中各阶段学业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按学生自
愿，从高到低的原则，制定本校的指标到校生产生办法，办法上
报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执行。 

3.各区和初中学校在执行指标到校生政策过程中，指标到校
生名额应在全校范围内使用，不分配到班。 

4.各学校在规定时间内将候选学生按规定公示后上报各区
教育行政部门，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汇总后，在规定时间内
统一上报成都市招考办。 

（二）空余名额的使用办法 
市级统分指标公布、执行后，因学生放弃而空余的市直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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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指标由成都市教育局收回，用于录取填报志愿的学生；因学生
放弃而空余的区属学校指标，退回高中学校所在区作为该区区域
指标调剂使用。仍未完成的，“5+2”区域区属学校指标由成都市
教育局收回，用于录取填报志愿的学生，龙泉驿区、青白江区、
双流区、温江区、郫都区、新都区区属学校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
收回，用于录取填报志愿的学生。 

区域指标公布、执行后，因学生放弃而空余的名额，在区内
调剂使用。仍未完成的，“5+2”区域区属学校指标由成都市教育
局收回，用于录取填报志愿的学生，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双流
区、温江区、郫都区、新都区区属学校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收回，
用于录取填报志愿的学生。 

区域调剂指标公布、执行后，因学生放弃而空余的名额退回
高中学校所在区，作为该区区域指标调剂使用。仍未完成的，
“5+2”区域区属学校指标由成都市教育局收回，用于录取填报志
愿的学生，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双流区、温江区、郫都区、新
都区区属学校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收回，用于录取填报志愿的学
生。 

六、指标到校生的录取办法 
所有指标到校生均须参加中考报名，完成体育考试、理化实

验操作考试和初中毕业考试。中心城区按以下办法进行录取，郊
区新城各招生区域参照中心城区办法执行。 

（一）市级统分指标生、区域调剂指标生 
市级统分指标生、区域调剂指标生均须参加中考，中考升学

成绩（不含特征加分）不低于“5+2”区域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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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填报志愿指导线方可录取。 

（二）区域指标生 
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双流区、温江区、郫都区、新都区的

区域指标生是否参加中考、参加中考后的分数要求由各区教育行
政部门制定并公布执行，若不参加中考，则按“5+2”区域统一的
时间及流程操作。“5+2”区域的区域指标生不参加全市统一组织
的中考，其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5 科的初三毕业会考
由初中毕业学校自行命题，统一定于 5 月 23 日、24 日举行，政
治、历史科目毕业考试仍参加全市初中毕业考试，学校自行组织
的 5 科毕业考试成绩（包括学生报名号、姓名、毕业学校、学科
分及总分等信息的数据库和书面材料）在 5 月 30 日前报区教育
行政部门。 

（三）录取及剩余指标的使用 
符合录取条件的指标到校生，由成都市招考办统一组织各招

生学校在第一批办理录取手续，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以后各批
次、各类别的录取。未用完的指标，市直属学校及“5+2”区域区
属学校由成都市教育局收回，用于从高分到低分在填报志愿的学
生中录取，仍未完成的，征集志愿进行录取；龙泉驿区、青白江
区、双流区、温江区、郫都区、新都区区属学校由当地教育行政
部门收回，用于录取填报志愿的学生。 

七、指标到校生的公示与考核 
（一）公示 
指标到校生全过程实行公示制度，中心城区应严格按以下要

求执行公示制度，郊区新城各招生区域参照中心城区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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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示分配名额 

成都市教育局将在成都市招考办官方网站公示“5+2”区域各
初中学校以及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双流区、温江区、郫都区、
新都区各区分配到的市级统分指标名额（包括高中学校名称、名
额数）。各中心城区教育行政部门也应在本区教育行政部门官方
网站公示本区范围内所有初中学校分配到的市级统分指标、区域
指标及区域调剂指标名额（包括高中学校名称、指标类型、名额
数）。各初中学校应在校内、毕业班级内公示本校分配到的市级
统分指标、区域指标及区域调剂指标名额（包括高中学校名称、
指标类型、名额数）。 

2.公示操作办法 

成都市教育局将在成都市招考办官方网站公示全市指标到
校生操作办法。各中心城区教育行政部门也应在本区教育行政部
门官方网站公示本区指标到校生操作办法。各初中学校应在校内
公示本校指标到校生操作办法。 

3.公示推荐过程及结果 

各初中学校应在校内、毕业班级内张榜公示本校符合指标到
校生基本条件的所有学生名单、产生出的结果（包括学生姓名、
对口的高中学校以及符合条件但自愿放弃的学生名单）。 

4.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二）考核 
成都市教育局将对各区（市）县指标到校生工作进行考核，

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也应对本区域内各初中学校的工作进
行相应考核。同时，成都市教育局还将对中心城区各初中学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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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指标到校生进行跟踪调查，对有违规现象的高中、初中学校，
将按规定严肃查处。 

八、其他 
（一）艺体指标操作办法 
市直属学校艺体指标生的操作办法另行通知。 

（二）校内指标操作办法 

市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及一般普通高完中可根据自身情况，招
收校内指标生。校内指标生占学校的统招生计划但不能突破本校
在本招生区域统招生计划的 20%。校内指标生的资格、程序、录
取、公示等与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的区域指标生相同，限
招本校符合条件的初中毕业生。计划由各学校上报区（市）县教
育行政部门审核。中心城区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上报成都市招考
办审核并统一公布执行，郊区新城各招生区域由当地教育行政部
门统一公布执行。 

（三）民办学校相关政策 

民办学校（初中）需要享受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
到校生名额，应提出申请，“5+2”区域民办学校应提前向所在区
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区教育行政部门汇总并签署意见
后，报成都市教育局审核，并在分配指标时酌情安排；其余各招
生区域民办学校应在规定时间内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
申请，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情况审核，在分配指标时酌情安
排。 

民办学校（高中）可根据自身情况，参照市级示范性普通高
中及一般普通高完中校内指标生操作办法，从本校初中毕业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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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校内指标生，操作程序参照校内指标生政策执行。 
（四）推荐指标到校生的纪律要求 
指标到校生的选送应该本着学生自愿的原则。任何学校不得

以任何借口强迫学生申请指标。各区（市）县、各学校要按照统
一时间、要求及程序开展此项工作，保证学生正常完成九年义务
教育，不得提前、违规确定名额，不得以招收指标到校生提前变
动初中学生学籍。学生同意作为指标到校生的，应填写相应的表
格，并由法定监护人签署意见，学校加盖公章。登记表填写后，
学校和学生（法定监护人）双方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否则，造成
的后果由违约方承担。 

（五）中心城区相关工作日程 
1.各区应于 4 月 4 日前确定一所参与市级统分的省二级以上

示范性普通高中，并以书面形式（加盖区教育行政部门公章）上
报成都市教育局审核。其中，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双流区、温
江区、郫都区、新都区还应同时上报申请参与分配的本区高中学
校名额数及分配意向、本区拟享受的市级统分指标名额数（包括
拟申请的市直属学校总名额数、区属学校的名称及名额数）。 

2.申请招收区域调剂指标生的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
应于 4 月 4 日前向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应写明生
源所在区及拟执行的区域调剂指标名额），区教育行政部门汇总
并签署意见后（加盖区教育行政部门公章），于 4 月 4 日前上报
成都市教育局审核，由成都市教育局统一分配；申请接收区域调
剂指标的区应于 4 月 4 日前向成都市教育局提出书面申请（应写
明所需学校及区域调剂指标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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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享受指标名额的民办初中学校（含民办高完中的初中
部），应在 4 月 4 日前向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区
教育行政部门汇总并签署意见后，于 4 月 4 日前上报成都市教育
局审核。 

4.中考报名结束后，各区应组织初中学校对所有学生是否符

合指标到校生基本条件进行审核，并在校内、班级内公示审核结

果，审核工作结束后，各区汇总本区范围内各初中学校符合指标

到校生基本条件的学生数据，并按规定格式填写《各初中学校符

合指标到校生基本条件人数统计表》、加盖区教育行政部门公章，

于 4 月 9 日前上报成都市教育局。 

 

 

 

 

成都市招生考试委员会      成都市教育局 

2018 年 3 月 24 日 

 

 

信息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抄送：各区（市）县招办。 

成都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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