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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驿区流动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工作实施细则 
 

为切实做好龙泉驿区流动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

根据成都市教育局、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做好来

蓉就业人员和本市户籍跨行政区域居住就业人员随迁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工作的通知》（成教办〔2020〕17 号）文件精神，结合

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适用对象 

本细则所称流动人员，是指非成都市户籍在龙泉驿区居住且

办理了居住证的人员和本市非龙泉驿区户籍在龙泉驿区居住且

务工的人员。其随迁子女申请在龙泉驿区接受义务教育的，适用

本细则。 

二、申请条件 

（一）积分申请  

自申请当年的 5 月 1 日上溯 12 个月，申请人在龙泉驿区办

理的居住证积分达 15 分及以上（其中“稳定职业指标”缴纳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得分不低于 10 分；“居住引导指标”拥有本

市合法稳定住所，在龙泉驿区连续居住满一年，得分不低于 5 分）

但未入户的居住证持有人，其随迁子女在龙泉驿区接受义务教

育，由龙泉驿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 

（二）未办理积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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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办理居住证积分的成都市居住证持有人和本市非龙泉驿

区户籍在龙泉驿区居住且务工的人员，其随迁子女在龙泉驿区接

受义务教育，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和在龙泉驿区办理

的居住证（本市户籍只需提供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 

2．与龙泉驿区用人单位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在龙泉

驿区办理的工商营业执照（含纳税或免于纳税相关证明) ； 

3．自申请当年的 5 月 1 日上溯 12 个月，已在本市依法连续

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满一年，且申请入学当月处于持续缴

纳状态； 

4．自申请当年的 5 月 1 日上溯 12 个月，已在龙泉驿区连续

居住满一年的相关材料（如以下任一种材料）。 

（1）自购房者：提供房产证明或购房合同； 

（2）居住直系亲属（配偶、子女、父母等）自购房者：提

供房产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 

（3）租住房屋者：提供《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凭证》； 

（4）租住公租房或廉租房者：提供租赁合同； 

（5）居住在单位集体宿舍者：提供所在单位集体宿舍的房

产证明及单位出具的实际居住证明。 

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人，其随迁子女在龙泉驿区接受义务教

育，由龙泉驿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 

三、申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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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4 月 20 日至 5 月 20 日 

四、申请方式 

申请人进入“成都市随迁子女就学服务管理平台”，按要求

填写相关信息，上传相关资料。 

（一）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 

（二）申请人及其子女同一户籍的户口簿或其他能够证明其

法定监护关系的相关材料； 

（三）未办理居住证积分的就业务工人员需提交与龙泉驿区

用人单位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 

五、审核办理 

（一）网上审核 

5 月的工作日，龙泉驿区各街道（镇）办事处通过“成都市

随迁子女就学服务管理平台”，在网上对申请人上传资料、联网

资料进行审核，包括： 

1．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四川省居住证》及积分信息。 

2．截止申请当年 5 月 1 日前，申请人已在龙泉驿区连续居

住满一年的相关材料（如申请人《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凭证》、房

产证等）。 

3．申请人在龙泉驿区办理的工商营业执照。 

4．申请人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情况。 

（二）结果告知 

龙泉驿区各街道（镇）办事处审核后，通过“成都市随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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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就学服务管理平台”发布审核结果通知。 

1．对未通过网上审核或网上提示需到现场审核的，可通知

申请人带上相关材料到各街道（镇）登记点补足相关材料。 

街道（镇） 登记点地址 联系电话 

龙泉街道 北泉路 688号(龙泉街道新市民服务中心) （028）84883407 

东安街道 东安湖路 1399号（东安街道办事处民生服务办） （028）88462915 

大面街道 驿都西路 437号（大面街道文化服务站） （028）84637179 

十陵街道 十陵下街 67号（十陵街道便民大厅） （028）84600542 

同安街道 阳光大道 138号（同安街道民生服务办） （028）84835883 

柏合街道 车城东七路 397号（柏合街道民生办） （028）88432610 

西河街道 滨西路 26号 （原西河镇综合文化站 2楼） （028）60613167 

洪安镇 洪安镇均安街 1号（原黄土镇社事办） （028）84897718 

洛带镇 洛带镇柏杨街 21号（洛带镇便民服务中心） （028）88466617 

山泉镇 山泉镇东街 99号（山泉镇政府民生办 206室） （028）84820205 

2．对通过审核的，向申请人发放《成都市随迁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电子通知书》（二维码）；并于入学当年 7 月第三周的

工作日内，通过“成都市随迁子女就学服务管理平台”，告知申

请人子女就读学校安排情况。 

（三）报到入学 

通过审核的申请人子女根据学校安排，出具《成都市随迁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电子通知书》（二维码），于规定时间内到安排

的学校办理报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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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一）随迁子女就学申请每学年集中受理一次。小学、初中

毕业年级（小学六年级、初中三年级）不接收转学生。除申请小

学一年级入学外，须提交原就读学校签章的学籍信息。 

（二）已享受政策统一安排就学的随迁子女小升初时，须按

上述规定重新提交申请；已享受政策统一安排就学的随迁子女在

同一区域、同一学段内不得申请转学。 

（三）在入学安排过程中，发现提供虚假信息、证件和其他

材料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与成教办〔2020〕17 号

《关于做好来蓉就业人员和本市户籍跨行政区域居住就业人员

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通知》一致。 
 

附件：1．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2021 年流动人员随迁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方案 

2．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2021 年流动人员随迁子 

女入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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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2021年流动人员 

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教育局关于印发〈成

都经开区（龙泉驿区）教育局 2021 年流动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要求，保障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员

随迁子女在我区接受义务教育，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审核安排 

从 2021 年起，成都市随迁子女就学将实行网上申请、网上

审核。各街道（镇）办事处审核后，通过“成都市随迁子女就学

服务管理平台”发布审核结果通知。 

对未通过网上审核或网上提示需到现场审核的，申请人可

带上相关材料到各街道（镇）登记点补足相关材料。 

街道（镇） 登记点地址 联系电话 

龙泉街道 北泉路 688号(龙泉街道新市民服务中心) （028）84883407 

东安街道 东安湖路 1399号（东安街道办事处民生服务办） （028）88462915 

大面街道 驿都西路 437号（大面街道文化服务站） （028）84637179 

十陵街道 十陵下街 67号（十陵街道便民大厅） （028）84600542 

同安街道 阳光大道 138号（同安街道民生服务办） （028）84835883 

柏合街道 车城东七路 397号（柏合街道民生办） （028）8843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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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街道 滨西路 26号 （原西河镇综合文化站 2楼） （028）60613167 

洪安镇 洪安镇均安街 1号（原黄土镇社事办） （028）84897718 

洛带镇 洛带镇柏杨街 21号（洛带镇便民服务中心） （028）88466617 

山泉镇 山泉镇东街 99号（山泉镇政府民生办 206室） （028）84820205 

二、时间及要求 

1．2021 年 4 月 20 日至 5 月 20 日，申请人登录“成都市随

迁子女就学服务管理平台”，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上传相关资

料，提交入学申请。 

2．2021年5月的工作日，各街道（镇）办事处通过“成都市

随迁子女就学服务管理平台”，在网上对申请人上传资料、联网

资料进行审核；对未通过网上审核或网上提示需到现场审核的，

进行现场审核，并按照《关于做好来蓉就业人员和本市户籍跨

行政区域居住就业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通知》（成

教办〔2020〕17号）文件要求，查验申报材料原件，留存复印件。 

三、结果告知 

1．各街道（镇）对通过审核的申请人，发放《成都市随迁子女

接受义务教育电子通知书》（二维码）。 

2．2021 年 7 月第三周的工作日内，通过“成都市随迁子女

就学服务管理平台”，告知申请人子女就读学校安排情况。 

四、报到入学 

2021 年规定时间内，通过审核的申请人子女根据学校安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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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成都市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电子通知书》（二维码）到安排的

学校办理报到手续。 

五、工作要求 

（一）严格履行工作职责 

各相关部门、街道（镇）、义务教育段学校要按照龙泉驿区

教育局等七部门印发的《龙泉驿区流动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

育工作实施细则》通知要求，履行各自工作职责，并做好相关政

策解释工作。 

（二）严格落实工作纪律 

1．流动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申请每学年集中受理一次。小学、

初中毕业年级（小学六年级、初中三年级）不接收转学生。在入学安

排过程中，发现提供虚假信息、证件、证明和其他材料弄虚作假

者，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2．各街道（镇）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联系与沟通，采取

有力措施，不断完善流动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的责任管理机制和责

任追究机制，坚决杜绝审批工作的随意性。对玩忽职守、弄虚作

假等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由其

上级主管部门依法追究单位及相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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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 

2021年流动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指南 
 

一、适用对象 

龙泉驿区流动人员，是指①非成都市户籍在龙泉驿区居住且

办理了居住证的人员；②本市非龙泉驿区户籍在龙泉驿区居住且

务工的人员。  

二、申请条件 

（一）积分申请  

自申请当年的 5 月 1 日上溯 12 个月，申请人在龙泉驿区

办理的居住证积分达 15 分及以上（其中“稳定职业指标”缴

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得分不低于 10 分；“居住引导指标”

拥有本市合法稳定住所，在龙泉驿区连续居住满一年，得分

不低于 5 分）但未入户的居住证持有人，其随迁子女在龙泉

驿区接受义务教育,由龙泉驿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居住证

积分集中受理地点：北泉路 777 号龙泉驿区政务服务中心一

楼 D区,咨询电话：028-96536、028-84882777） 

（二）未办理积分申请 

未办理居住证积分的成都市居住证持有人和本市非龙泉驿

区户籍在龙泉驿区居住且务工的人员，其随迁子女在龙泉驿区接

受义务教育，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和在龙泉驿区办理的



— 13 — 

居住证（本市户籍只需提供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 （《居

住证》需到居住地辖区对应的派出所办理）； 

2．与龙泉驿区用人单位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在龙泉

驿区办理的工商营业执照（含纳税或免于纳税相关证明) ； 

3．自申请当年的 5 月 1 日上溯 12 个月，已在本市依法连续

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满一年，且申请入学当月处于持续缴

纳状态； 

4．自申请当年的 5 月 1 日上溯 12 个月，已在龙泉驿区连

续居住满一年的相关材料（如以下任一种材料）。 

（1）自购房者：提供房产证明或购房合同； 

（2）居住直系亲属（配偶、子女、父母等）自购房者：提

供房产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 

（3）租住房屋者：提供《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凭证》（可到居

住地所在街道、镇便民服务中心办理）； 

（4）租住公租房或廉租房者：提供租赁合同； 

（5）居住在单位集体宿舍者：提供所在单位集体宿舍的房

产证明及单位出具的实际居住证明。 

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人，其随迁子女在龙泉驿区接受义务教

育，由龙泉驿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 

三、申请时间 

2021 年 4 月 20 日至 5 月 20 日 

四、申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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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进入“成都市随迁子女就学服务管理平台”，按要求

填写相关信息，上传相关资料。 

（一）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 

（二）申请人及其子女同一户籍的户口簿或其他能够证明其

法定监护关系的相关材料（如子女父母双方的户口簿、结婚证、

孩子出生医学证明等) ； 

（三）未办理居住证积分的就业务工人员需提交与龙泉驿区

用人单位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如有在龙泉驿区办理的工商

营业执照则不需要提交《劳动合同》）。 

申请人进入“成都市随迁子女就学服务管理平台”方式： 

1．关注微信公众号“成都教育发布”，点击菜单栏“查

询服务”中的“义教招生入学平台”进入； 

2．关注微信公众号“成都龙泉教育”，点击菜单栏“教

育服务”中的“招生入学”进入。 

五、审核办理 

（一）网上审核 

5 月的工作日，龙泉驿区各街道（镇）办事处通过“成都市

随迁子女就学服务管理平台”，在网上对申请人上传资料、联网

资料进行审核。 

（二）结果告知 

龙泉驿区各街道（镇）办事处审核后，通过“成都市随迁子

女就学服务管理平台”发布审核结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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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未通过网上审核或网上提示需到现场审核的，申请人

可带上相关材料到各街道（镇）登记点补足相关材料。 

各街道（镇）登记点信息： 

街道（镇） 登记点地址 联系电话 

龙泉街道 北泉路 688号(龙泉街道新市民服务中心) （028）84883407 

东安街道 东安湖路 1399号（东安街道办事处民生服务办） （028）88462915 

大面街道 驿都西路 437号（大面街道文化服务站） （028）84637179 

十陵街道 十陵下街 67号（十陵街道便民大厅） （028）84600542 

同安街道 阳光大道 138号（同安街道民生服务办） （028）84835883 

柏合街道 车城东七路 397号（柏合街道民生办） （028）88432610 

西河街道 滨西路 26号 （原西河镇综合文化站 2楼） （028）60613167 

洪安镇 洪安镇均安街 1号（原黄土镇社事办） （028）84897718 

洛带镇 洛带镇柏杨街 21号（洛带镇便民服务中心） （028）88466617 

山泉镇 山泉镇东街 99号（山泉镇政府民生办 206室） （028）84820205 

2．对通过审核的，向申请人发放《成都市随迁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电子通知书》（二维码）；并于入学当年 7 月第三周的工作

日内，通过“成都市随迁子女就学服务管理平台”，告知申请人

子女就读学校安排情况。 

（三）报到入学 

通过审核的申请人子女根据学校安排，出具《成都市随迁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电子通知书》（二维码），于规定时间内到安排的

学校办理报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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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一）随迁子女就学申请每学年集中受理一次。小学、初中

毕业年级（小学六年级、初中三年级）不接收转学生。除申请小学一

年级入学外，须提交原就读学校签章的学籍信息。 

（二）已享受政策统一安排就学的随迁子女小升初时，须按

上述规定重新提交申请；已享受政策统一安排就学的随迁子女在

同一区域、同一学段内不得申请转学。 

（三）在入学安排过程中，发现提供虚假信息、证件和其他

材料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咨询电话： 

小学：028—84865929     初中：028—84847876  

（工作日 9:00—12:00、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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