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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丰台区
2015 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
教育证明证件材料审核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区政府相关委、
办、局：
依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
（教基一〔2014〕1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
（教基一厅〔2014〕1 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2015 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
的意见》
（京教基二〔2015〕3 号）文件精神，我委研究制定了《丰台区 2015 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证明证件材料审核
实施细则》，
经区政府批准，现予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委员会 2015 年 4 月 9 日

丰台区 2015 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证明证件材料审核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和《北京市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办法》，依法保障符合条件
的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
受义务教育，按照北京市教育
委员会《关于 2015 年义务教育
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
（京教基
二〔2015〕3 号）的文件精神和
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
义务教育证明证件材料审核指
导要求制定本实施细则，经区
政府批准，于 2015 年 5 月 10 日
开始实施。

第一步：审核申请人登录
“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
台”进行网上申请。
第二步：自审核工作开始，
相关部门在 3 个工作日内对在
京务工就业证明（缴纳社会保
险证明）、在丰台区实际住所居
住证明（自有住房的房屋产权
证明）、在丰台区暂住证等相关
证明证件材料进行网上审核。
审核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自行
上网查询审核结果。
第三步：通过网上审核的，
打印《审核单》。审核申请人持
《审核单》和全部审核材料（按
照审核标准提供）到居住地所
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
审核。
第四步：审核申请人在规
定时间内自行上网查看审核结
果。全部审核通过的参加学龄
儿童信息采集，
完成后续操作。

一、审核内容
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
年，因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
（以下简称审核申请人）在丰台
区工作、居住，需要在本区接受
义务教育的，审核申请人须提
供以下材料：在京务工就业证
明、在丰台区实际住所居住证
明、全家户口簿、在丰台区暂住
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
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
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相关材
料。
二、审核时间
2015 年 5 月 11 日至 29 日
的工作日。
三、审核程序
建立联合审核工作机制，
各部门依据部门职责和审核标
准进行审核工作。

四、审核部门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
府统筹审核工作。各相关部门
职责如下：
（一）在京务工就业证明由
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丰台区工商分局分别审核。
（二）在丰台区实际住所居
住证明由丰台区房屋管理局、
居住地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
人民政府分别审核。
（三）全家户口簿和预防接
种证由丰台区公安分局、丰台
区教委分别审核。

（四）在丰台区暂住证由丰
台区公安分局审核。
（五）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
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
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由居住
地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
政府审核。
五、
审核标准
（一）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审
核标准
审核申请人及其配偶均需
提供在京务工就业证明。
1.审核申请人或其配偶受
雇于用人单位的，应提供劳动
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2.审核申请人或其配偶为
个体工商户的，应提供营业执
照原件及复印件。
3.审核申请人或其配偶为
法定代表人的，应提供法人代
码证书或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
件。审核申请人或其配偶为股
东或合伙人的,应提供相关工
商机关备案文件原件及复印
件。
审核申请人及其配偶同时
提供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3
月期间在京缴纳社会保险证
明，一方需连续缴纳 3 个月（不
含补缴）。其中审核申请人或
其配偶在丰台区租住房屋的，
需一方在本区连续缴纳社会保
险 3 个月（不含补缴）。
（二）在丰台区实际住所居
住证明审核标准
审核申请人需提供在丰台

区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实际住
所居住证明地址与暂住证地址
一致。
1.审核申请人或其配偶自
有住房的，应提供房屋管理部
门登记的房屋产权证或购房合
同和购房款发票原件及复印
件。
2.审核申请人或其配偶租
住房屋的，应提供规范有效的
房屋租赁合同和完税证明、房
主房产证原件、房主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社区居委会（村委
会）开具的住所适宜居住，
能保
障适龄儿童少年安全的证明。
其中：
（1）租住单位公房的，应提
供单位房管部门开具的住房证
明和交纳房租证明。租住办公
用房、地下室的证明无效。
（2）租住无房屋产权证农
民房的，
应提供房屋地契证明、
建房屋审批证明、村委会开具
的房屋情况证明之一。
按有关规定不得转租的公
租房、保障性住房、军产房房产
开具的转租租房证明无效。
违法建筑、不符合防火防
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不
得认定为实际住所。
（三）全家户口簿和预防接
种证审核标准
1.儿童少年年龄符合当年
入学规定，户口簿上年龄与出
生证明上年龄应保持一致。
2.非独生子女的应提供户
籍所在地计生部门出具的生育

证明或已缴纳社会抚养费证明。
3.应提供儿童少年本人的
预防接种证，预防接种证上清
晰记录儿童少年预防接种情
况。
（四）在丰台区暂住证审核
标准
审核申请人及其配偶均需
持有暂住地公安派出所制发的
暂住证，暂住证地址与在丰台
区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地址一
致。
1.暂住证的制发日期应为
2015 年 4 月 10 日以前，且暂住
证在有效期内（如遇换证，
需要
求旧暂住证与现暂住证的“有
效期限”
连续）。
2.暂住证信息应为机打，
涂改无效。
（五）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
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
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审核标
准
1.使用统一的规范文本、
内容齐全。
2.适龄儿童少年及其父母
信息和户口簿一致。
六、工作要求
（一）各审核部门严格执行
审核标准，依据工作程序规范
操作，
需安排专人进行审核。
（二）各相关单位根据工作
职责进行工作，确保政策落实
到位、工作顺利进行。
（三）如有关单位或个人提
供虚假证明，将依法追究法律
责任。

附件：
附件 1

附件 2

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在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证明

经手人：
固定办公电话：
（区号）
街乡镇具体地址：

加盖公章

兹有我辖区儿童
（性别
籍贯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码
）
的父亲
身份证号码
及母亲
身份证号码
在北京市工作。该儿童随父母暂住在丰台区
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
特此证明。

丰台区 2015 年非本市户籍超龄儿童入学申请办法

一寸照片

，

一、
申请材料
（一）2014 年延缓入学医疗证明
1.北京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
明、费用清单、医疗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2.与病情相关联的各种检查报告、病历和医
学光片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同一医疗机构出具的康复证明原件及
复印件。康复证明上需注明就诊医生姓名、科室
办公电话。
（三）全家户口簿、审核申请人的身份证和同
期暂住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
二、
受理时间
2015 年 5 月 5 日至 8 日
省
（地级）市
区（市县）
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公章）
2015 年 月 日

三、
受理地点
丰台区招生考试中心（望园西里 4 号）

四、
审核部门
丰台区教委、丰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丰台区公安分局
五、
办理程序
第一步：审核申请人提交儿童当年延缓入学
的医疗证明、康复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
材料。
第二步：通过审核的，审核申请人领取《非本
市户籍超龄儿童情况表》，到相关部门审核盖章。
第三步：审核申请人持全家户口簿、已审核
通过的《非本市户籍超龄儿童情况表》到丰台区
招生考试中心进行网上申请。
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5 年 4 月 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