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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高新区消除大班额专项规划
（2016—2020）

按照《河南省基础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编制消除大

班额专项规划的通知》（豫基教办〔2016〕5号）和市教育工作会

议要求，为切实消除我区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情况，促进城乡教

育均衡发展，特制定高新区消除大班额专项规划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和现状分析

洛阳高新区是 1992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目前托管两个乡（镇）(孙旗屯乡和辛店镇)，区域

总面积 96 平方公里，总人口 12 万人。辖区现有中小学 22 所，其

中小学 19 所（含民办的洛阳高新伏羲国学小学），初中 3所，在

校中小学生 9639 余人。在岗教职工 563 人，其中在编教师 443

名，聘任制 120 人。近年来，我区坚持以推进素质教育为主题，

以推进新教育实验为主线，以改善办学条件、创建国家义务教育

均衡县（区）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以提高教育质量、办

人民满意教育为目标，着力推进学校标准化和特色化建设，教育

工作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良好局面。2015 年高新区顺利通过国家义

务教育均衡县验收，高新区文教体局荣获“洛阳市教育教学目标

管理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根据我区 2016 年秋季学校学生人数统计，我区现有教学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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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个，平均班额 41 人，目前我区没有 66 人超大班额。56 人大

班额有 5 个，分别是：高新区孙旗屯小学五年级 3个班 178 人，

高新区东马沟小学五年级 1个班 60 人，高新区辛店镇第六中心小

学三年级 1个班 57人。

就目前情况来说，严格采取限制择校措施是消除大班额的必

要举措，对于高新区孙旗屯小学和东马沟小学，到 2018 年该届小

学生毕业，这 4个大班额自然消除，高新区辛店镇第六中心小学

三年级大班额到 2020 年该届小学毕业生小升初也会自然消除。所

以根据文件要求确保完成“2018 年基本消除 66 人以上超大班额，

到 2020 年基本消除 56 人以上大班额”的目标任务。由于二胎政

策放开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流入，我区每年将新增学生数 300

人，即六个班的学位。所以我们仍需要每年扩充教育资源，新建

改扩建学校。

二、近年来扩充城镇义务教育资源情况

为优化城乡基础教育资源配置、解决城镇基础教育资源不足

问题，保证不出现新的“大班额”现象，解决入学难问题，根据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城乡基础教育资源配置解决城镇基础

教育资源不足问题的意见》（教基一〔2014〕1008 号）要求，结

合我区实际，在 2014 年年底我们制定了《洛阳高新区扩充城镇义

务教育资源五年规（2014—2018）》（洛开〔2014〕1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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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五年规划，总涉及五所学校，计划新增教学（综合楼）6

幢，改扩建校舍 8450 平方米，总投资 1404 万元。工程全部工程

完工后，可新增学位 2070 个，新增班级 46 个。目前高新区

2014-2015 年度建设规划的所有工程项目，均已按期竣工。除以

上规划建设的学校外，我们还根据实际，克服困难积极扩充义务

教育资源，投资建设了高新区东沙坡社区学校，该校投资 1200

万元，占地面积 12000 平方米，规划可容纳 18 个教学班，目前已

建成投用，新增学位 800 个。

三、消除大班额年度建设计划

结合五年规划，为确保不出现大班额，2016-2020 年我区改

扩建和新建学校情况如下：

2016 年度：主要建设高新区辛店一小辛店校区综合楼一栋。

辛店镇第一中心小学辛店校区综合楼建设工程，现规划：综合楼

面积 967 平方，占地面积 320 平方米；公厕改造建筑面积 259 平

方，占地面积 87 平方米；拆除旧公厕、旧房面积 125 平方。工程

总概算约 230 万元。现工程的建筑面积和投资金额均大于起初规

划，该工程截止目前主体结构已封顶，砌体已完成，正在进行装

饰安装工程，预计 2016 年 11 月竣工完成，工程完工后将新增学

位 270 个。

2017 年度：新建滹沱学校，滹沱学校规划 36 个教学班，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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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学生 1680 名，规划占地面积 28769 平方米，建筑面积 17261

平方米。该校建成后将办成九年一贯制学校，并命名为高新区第

二实验学校，学校地理位置优越，硬件条件好。该校投入使用后

将有效提升我区小学和初中教育办学资源。

2018 年度：规划建设新张庄小学，该校规划建设成为洛深国

际合作小学，是一所高标准的小学。该学校规划建设 36 个班，新

增学位 1620 个。到 2018 年底全区义务教育资源将大幅度提升和

扩充，能够提前完成上级规定“消除大班额”的任务。

2019-2020 年：规划在创业路附近建设创业路小学，该小学

规划 36 个教学班，可招收 1620 名学生。可有效缓解创业路附近

教育资源紧张的问题。

四、建设用地、资金安排情况

本次规划建设涉及的教育用地，我们根据洛阳市洛北城区中

小学布局规划，严格落实政策，目前 2018 年以前建设用地已落实

到位。2018 年后的教育建设用地也已明确规划，将严格落实。建

设所需资金，区教育费附加资金每年 800—1000 万元，另外每年

上级对我区拨付有各级各类校舍维修等资金 200 万元，必要时协

调财政追加拨付。

在教师补充上，我区每年都有新招录教师。2015 年在编制不

能增加的情况下，我区采取创新用人机制，在洛阳市政府的同意



— 5 —

下先行先试，招录了聘任制教师 34 人。以后每年，除充分利用现

有教师编制，做到缺编即补外，还将根据实际需要积极招录聘任

制教师解决教师补充问题。

另外，针对二胎政策放开后女教师产假增多、师资紧缺问题，

我区还积极和洛阳师范学院及焦作师范学院签订协议，两所院校

根据我区需要向我区提供优秀实习生，我区财政对每名实习生每

月发放 800 元生活补贴。2016 年秋季所需 60 名实习生已分到各

个学校，今后我们还将坚持以上有益做法。

五、调整学校服务片区，严格控制择校

为有效缓解高新区实验小学、孙旗屯小学、三山小学等热点

学校的招生情况，我们将及时对高新区区域中小学校划片招生范

围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1、2016 年将原属于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招生范围的片区（高

新区建成区的小区）中一部分离三山村较近的划入三山小学片区。

将原属于区实验小学的招生范围片区中离滹沱小学较近的小区和

部分重点企业子弟划入滹沱小学片区。

2、2017 年将高新区孙旗屯小学附近的新建小区，属于高新

辖区的，以青岛路为界划分开。高新区辖区内青岛路以东新建小

区居民子女划入孙旗屯小学，高新区辖区内青岛路以西新建小区

居民子女划入东马沟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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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年在扩城镇义务教育资源大部分完成后，将外来务

工人员较为集中的徐家营小学和三山小学的生源向周边辛店小学

和新建的滹沱学校分流调整。

同时我们严格控制择校，按照“相对就近入学”的原则做好

的小学、初中划片及分配工作，同时上报市教育局基教科备案。

我们利用中小学学籍信息管理系统组织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

作，小升初实行“一人一籍、籍随人走”，减少校际间办学水平的

差距，解决择校难题。认真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

按照应收尽收的原则，按有关规定依法办理入学手续，确保每个

义务教育阶段子女都有学上。

六、消除大班额年度计划

根据上级有关“消除大班额”的文件规定，我区从 2015 年起

规定各学校要维护招生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控制非本学区生源。

彻底杜绝起始年级大班额，跨学区学生比例逐年下降。在标准班

额内（小学 45 人，初中 50 人），学校按照相关规定招生；超过标

准班额（小学 45 人，初中 50 人）的，学校要向教育行政部门报

告，经审批后，方可招生。各学校要严格控制招收学区外学生，

初中学校招收的政策外非本学区学生，要与学校签订跨学区承诺

书，初中毕业参加普通高中招生时，不享受分配生资格。根据目

前情况消除大班额年度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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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6 年保持现有状况不变。同时严格控制起始年级大班额

情况产生。

2.2017 年将高新区辛店镇第六中心小学四年级 1个班 57 人，

进行分班。分成两个班，并配备老师到位。

3.2018 年，高新区孙旗屯小学六年级 3 个班 178 人，高新区

东马沟小学六年级 1 个班 60 人将会在 2018 年小学毕业，大班额

情况自然消失。

到 2018 年底全区义务教育资源将大幅度提升和扩充，能够

提前完成上级规定“消除大班额”的任务。

七、组织领导和保障措施

1．成立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

为切实保障“消除大班额”的任务能按时完成，特成立领导

小组，加强组织领导。成员如下：

组长：姚文妞（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副组长：宋德谦（区管委会总工程师）

成员：郭建龙（区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刘汝斌（区财政局局长）

张晓兵（区政协工委副主任<主持土地规划和建设服务

局工作>）

孙健通（区文化教育体育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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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文化教育体育管理局，

孙健通同志任办公室主任。文化教育体育管理局副局长董高峰任

办公室副主任，具体负责有关业务工作，局属计财、人事、建设、

基教等共同参与组织。

2．强化资金管理，保障资金落实。要统筹使用好各类资金，

尤其是教育费附加，保证资金供应,健全教育公共财政保障体系，

保证扩充城镇义务教育资源工作按期落实。

3．加强项目管理，保证规划落实。对于学校申报上来的建

设项目，局计财、建设等科室要认真把关，对于工程的必要性、

可行性认真审核，报相关部门备案。工程的设计、施工等要按照

招投标法严格实施。要制定工程进度表，明确各阶段目标任务，

保证项目按期落实。

4．加强纪律监督，严格责任追究。扩充城镇义务教育资源

工程要公开透明，建立公示制度，实行全过程社会监督。要充分

发挥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作用，建立公正、合理、高效的监管机

制，确保项目建设质量，确保资金效益。对于违纪违法行为，依

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理。

教育是一项永不竣工的工程。教育事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社会发展越快，人民对教育的期待就会越高。全区各有关部门要

切实增强促进教育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结合我区实际，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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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努力促使我区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