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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欧阳爱琼）

从 5 月 11 日起，全县幼儿园、
小学、初中招生公告陆续发布，拉开
了一年一度的招生序幕。安吉教育
微信小程序、“浙里办”APP同步开
放平台，接受新生入学（园）预报
名。县教育局便民服务大厅、昌硕
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大厅、递铺街
道办事处便民服务大厅3处招生报
名便民服务点同时启动，就近为家
长答疑解惑。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招生政策
调整大：学校全面推行无纸化入学
报名；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公民同
招”，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
且要求免试入学；初中阶段实行分
批录取……

学校全面推行无纸化入学报名

招生政策中，今年变化最大的
是全县所有学校都推行了无纸化入
学报名。

以幼儿园招生为例。“往年，我
们都是县城及县城周边幼儿园才实
行无纸化报名，乡镇幼儿园直接到
学校报名就可以了。”县教育局基教
科副科长雷雪峰说，今年情况特殊，
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为了落实

“最多跑一次”改革要求，包括乡镇
幼儿园在内，全县幼儿园都要求推
行无纸化报名。

事实上，不止是全县幼儿园，小

学、初中皆采用无纸化入学报名。
报名端口除了安吉教育微信小程序
外，还可以在“浙里办”APP上通过

“安吉县新生入学（园）预报名登记
系统”预报名。“我们将利用大数据
共享信息对户籍、房产、居住证等信
息进行线上审核，进一步提高工作
效率，让家长们少跑腿。”县教育局
有关负责人说，这也符合“促使教育
事项实现‘掌上办’”的“跑改”要求。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香
缇溪岸新增了一所配套幼儿园，将
开放两个班级，优先满足小区内住
户幼儿入学需求。与此同时，龙山
庄园配套幼儿园、幸福里小区配套
幼儿园、紫金花园小区配套幼儿园
都将在原来招生的基础上分别新增
2个班级、1个班级、1个班级，希望
最大程度地满足县城及县城周边幼
儿入学需求。二小城北分校今年将
投入使用，此前借读在二小、七小及
新招的学生将全部搬入新学校就
读。

民办学校同步招生且免试入学
义务教育阶段招生中，今年调

整最大的便是民办学校的招生。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
的通知》，今年民办学校招生政策有
三大调整：民办学校在审批地范围
内招生，不得跨区域抢生源；全面实
行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报名人
数超过核定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学
校，全部实行电脑随机派位录取。

“也就是说，今年天略外国语学
校小学及初中部、育澜中学都将与
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免试入学，从而

避免了民办学校‘掐尖’，让公办学
校和民办学校公平竞争，进一步促
进均衡发展。”县教育局基教科副科
长李永超说，根据招生政策，今年，
天略外国语学校小学部将直接录取
政策安置及符合一二三小入学条件
的新生，剩余名额的70%用于招收
监护人在县城区有户籍或有房产的
新生，30%用于招收父母一方在县
城有实际工作的新生。报名人数若
多于学位数则电脑随机派位，若招
生计划未满，则启动补报机制。

同样，天略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在招收本校小学部毕业生的基础
上，余缺学位80%用于一二三小毕
业生，20%用于父母一方在县城区
有实际工作的小学毕业生。育澜中
学，60%招生名额用于一、二、三小
毕业生，40%用于招收非一、二、三
小毕业生。此外，安吉蓝润天使学
校正在积极筹建中，预计将于今年
秋季开学。届时，招生计划将另行
通知。

“校校对口”基础上优先户籍学生
据了解，一直以来，我县初中学

校招生按小学学校学区划分，实行
小学与初中“校校对口”的方式招
生。其中，实验初中对口一二三小
学，第二初中招收四小、七小、八小、
山川小学及港口小学，第三初中对
口五小、九小、十小，招收本县户籍
生。今年，在对口招生的基础上，还
将实行分批录取。

“主要是为了保障施教区户籍
学生优先就读。”县教育局有关负责
人说，以实验初中为例，往年一二三
小的本县户籍生，基本全部予以安

排。仅一年，通过摇号分流了部分
县城有房无户的学生。但今年实验
初中招生压力较大。

据统计，今年一二三小毕业生
达900多人，大大超出了实验初中
容纳规模。为此，今年县教育局决
定实行分批录取，一二三小毕业施
教区户籍生（迁入施教区须满一
年）、出生即为实验初中施教区户籍
的小学毕业生及政策安置生优先录
取。余缺学位则根据户籍迁入时间
顺序招收户籍迁入施教区不满一
年的一二三小毕业生。若再有余
缺时，则通过电脑派位招收一二三
小毕业县城区有房无户的学生。

“若第一、二批次的学生超出实验
初中的容纳规模，则将根据学生自
主意愿与实际情况，前往第二初中
及各乡镇中学就读。”该负责人表
示。同样地，第二初中在安置对口
学校本县户籍生后，一二三小毕业
未被实验初中、安外、育澜录取的学
生后，有余缺学位再根据政策招收
新居民子女。

“虽然招生政策进行了调整，但
从整体情况来看，今年，无论是幼儿
园、小学还是初中，学校提供的学位
数能够基本满足全县老百姓对入园
入学需求。”该负责人表示，针对眼
下暴露的县城及县城周边地区入园
入学压力大的问题，我县已经积极
行动，加快了配套幼儿园、一小扩
建、第三初中迁建、第四初中等一批
学校建设项目。接下来，他们将继
续努力，进一步加快教育资源的优
化整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上好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欧阳爱琼）

昨天是2020年5月20日，谐音
“爱你爱你，我爱你！”。因为疫情错
过2020年2月2日、2020年2月20
日后，不少情侣选择在当天登记。

早上七点过，婚姻登记处便排
起了长队，20余对情侣早早地在门
口排队等待着。“实际上，5月20日这
天，我们是实行预约登记的，提前2-
30天就开放了预约端口，情侣们可
以通过‘安吉民政’微信公众号、电

话、‘浙里办’APP提前预约。”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主任朱璟说，很快，80个
名额就已约满。为了早点“领证”，不
少人早早地就来到登记处排队。“考
虑到人多，原本我们就把工作时间提
前到了8点，看有人排队，工作人员
到位后，7点多就开始办理了。”

现场，情侣们戴着口罩，在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排队。为了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登记大厅内
一次只能进入50对情侣。填表、登
记，新人们很快就拿到了结婚证。

“我们结婚啦！”他们纷纷走进颁证
厅，拍照留念。为了纪念这一刻，有
的新人还邀请了跟拍摄影师，从填
表到登记全程记录。

蓝晴霞和吴哲宇就是当天“领
证”新人之一。9点多领完证后，10
点多他们便赶到了正文微公益面
馆，捐了100碗爱心面。“就是想在
这一天做点有纪念意义的事。”蓝晴
霞说，他和先生高中相识、大学相
恋，如今已经在一起 3 年多。“希望
今后的婚姻生活能够甜蜜幸福，我

们也能以此为起点，多做公益。”蓝
晴霞一脸幸福地说。

“为了让更多新人能在这天‘领
证’，我们通过网络开展了提前预
审，尽量减少当天办理时间，让更多
没约上号的情侣也能在当天得到办
理。”朱璟说，截至当天 18 点，全县
已有162对新人成功“领证”。在办
理过程中，婚姻登记处也积极开展
婚姻辅导、文明宣传等，希望倡导更
多人践行婚俗新风尚，在全社会营
造婚事新办、简办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汇）

近日夜晚，随着一束激光射向
天空，车载电脑便实时显示着空气
中颗粒物的立体分布，方圆几公里
的污染源分布尽收眼底。“这里有
一处点位 PM2.5 超标。”利用走
航车进行空气质量监测，工作人员
很快发现了问题点位，“有了走航
监测这个‘照妖镜’，污染空气质量
的问题都逃不过。”

据悉，走航监测是通过激光雷
达对近地面到高空 5 千米以内的
大气污染立体分布情况扫描监测，
一旦发现异常区域，结合移动的走
航监测车，可以对污染源做出快速
分析并精准定位异常地点。为进
一步改善我县大气环境质量，找准
辖区空气污染来源，市生态环境局
安吉分局引进第三方机构使用走
航车开展走航监测。

监测的主要污染物有PM2.5、
PM10、VOCs、氮氧化物、二氧化
硫等。环保部门可以直观地看到
区域及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从而
精确锁定污染源，有利于开展精准
执法和整治行动。在县城周围走
航一圈后，3D 走航图已经绘制完
成。画面中，整个区域分为蓝、绿、
红三个颜色。“颜色偏蓝说明颗粒
物浓度偏低，绿色表示浓度高，红
色则说明相对更高。”县环境保护

监测站站长徐恒峰介绍。
根据走航监测的结果，工作人

员发现了几处工地扬尘、餐饮油烟
问题。很快，市生态环境局安吉分
局会同县综合执法局、递铺街道赴
实地查看，发现现场果然存在部分
砂石露天堆放、道路扬尘大等问
题。各部门现场协商并指导工地
对裸露砂石全面覆盖，做好工地喷
淋、洒水抑尘等措施，并安排专人
对该区域进行不定时巡查、回访。

“这个扫描结果，给环境执法
提供了方向。”徐恒峰说，走航监测
变“人海”战术为高科技实时监测，
通过精准找到污染源，快速联动
有关部门，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大
大提高了执法效率。此外，对走
航数据进行累积、分析，可有效摸
底全县污染状况，为大气污染的
精准治理、执法提供了依据；县环
境保护监测站还能在重点时间
段，将走航车驶入工地、工业园
区、餐饮集聚区等重点区域，实行
有针对性的整治。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吴静）

瞅准天气好，上墅乡董岭村谢
坚强家的庭院马上要从设计转入施
工阶段。“新”的院子重新布设了种植
区，提升绿化率，还新增独立停车区
位，实现人车分离。在设计师的指导
下，小院里还将增设休闲设施，在不
宽裕的空间开辟出了休憩区域。“烦
心的问题都解决了，又好看又实用。”
他对“新”院子充满着期待。

今年，上墅乡继续推进美丽示
范家庭创建，美丽庭院是重要载
体。谢坚强是村干部，自然要起好
带头作用。环境提升摆在第一位，
但自家还经营着农家乐，他也希望
能把这方小天地充分利用起来，做
好经营文章。“好看又实用，大家的
积极性才更高。”他建议着。

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呼声。
今年创建工作启动后，乡村干部组
团上门征求意见。不少群众就提
出，创建没方向感，不知从何下
手。也有人提到，庭院的美丽除了
让人赏心悦目，还要能生金生银。

“乡里各村经营有声有色，民宿和
农家乐也成了上墅特色。充分考
量环境和经营的结合度，让创建工
作带动乡风文明的同时，也能释放
经济效益，这成了我们今年创建的
主攻方向。”上墅乡妇联主席马双
双说。

这种情况下，乡村合力，请来
“设计师”，根据需求不同，为创建
户送服务。

基础整治有庭院专家。去年，
上墅乡组建了一支以女党员、女干
部和家庭主妇为主的志愿者队伍，

其中不乏庭院整理的行家里手。
这段时间以来，她们从景观建设、
绿化提升、废旧物品再利用，对创
建户进行“一对一”指导。“住得更
舒心，要是办农家乐和民宿，基础
也打实了。”她们说。

融合了经营需求的，则需要设
计师出门。上墅乡贤中不乏专业
设计师，在乡、村的牵线搭桥下，这
些设计师为创建户提供上门指导。

罗村今年要对上街自然村美
丽家庭示范带进行提升，打造乡村
经营重要节点。“村里人爱种盆景，
但讲究种，布局却不太讲究，每家
每户都有绿意，但美观度不够，更
别提连成一道风景。”村妇联主席
方兰娣解释。设计师周烽受邀进
行设计后，60 余户每家都进门踏
看，了解户型。“风格要统一，但家
家有个性，这样才能确保整体性，
又能吸引人。”他解释。这让原本
想着“复制”的创建户，立即停了
手，放心把院子交给他设计。

比景致、比精致、比开放度、比
美誉度，上墅乡的美丽示范家庭创
建正从小庭院起步，全面推进，逐
渐火热。“申报工作已经开始，年底
进行评比。”马双双说，相信在庭院
专家和设计师的操刀下，上墅庭院
也能成一道新风景。

5月20日，小满至，浙江科
技学院安吉校区组织学生在校园
农场进行“爱劳动，爱生活”主题
劳动教育活动，同学们抓时令挖
土豆，一派丰收景象。

全媒体记者 张卉 摄

幼儿园、中小学招生预报名火热进行

“公民同招”，中小学校招生政策调整大！

“520”迎来结婚登记小高潮

昨日，我县百余对新人排队“领证”

小满农忙

我县启用走航监测车

空气质量监测有了“照妖镜”

好看又实用，村民积极性更高——

上墅乡美丽示范家庭创建
有专属“设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