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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仓山区教育局
仓教〔2021〕46 号

仓山区教育局关于 2021 年小升初

招生办法

为认真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根据《福州市教育局

关于 2021 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的通知》（榕教综〔2021〕33

号）精神，结合实际，现就我区 2021 年小升初招生工作提

出如下意见：

一、初招对象

仓山区小升初招生对象为仓山区小学的毕业班学生及要

求回仓山区录取的符合回仓山区升学条件的仓山区外小学毕

业班学生。

二、初招报名程序

1.仓山区小学就读的毕业班学生于6月15日-18日在就读

小学报名，报名时应向学校提交户口簿、父母居住证等材料核

验，并留复印件存入档案，学校统一组织报名登记。

2.要求回仓山区录取的符合回仓山区升学条件的仓山区

外小学毕业班学生按本通知公布的报名时间和要求报名登记。

三、录取办法

（一）对口升学

五城区初中招生工作实行中小学相对就近对口升学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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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小学毕业班学生按初招对口方案安排公办初中升学。

在公办小学就读的随迁子女、需继续在城区片公办初中就

读的留城生（户籍在仓山、晋安两区农村片及马尾区，现在仓

山区城区片小学就读的小学毕业班学生；港、澳、台籍学生；

外籍学生）均按初招对口方案安排升学。对口初中不具备招收

和培养国际学生资格的，外籍学生由毕业小学所在区教育局统

筹安排在经备案的具有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资格的学校。

（二）回仓山区原籍升学

1.以下四类户籍在五城区但户籍地与学籍地不一致的毕

业班学生若要求回五城区升初中，“两证”（居民户口簿和住宅

用途的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比照小学招生办法片内

生界定，下同）统一的安排在片区小学对口的初中入学；“两

证”不统一的由户籍所在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初中入学。

①在仓山、晋安两区农村片小学或马尾区小学就读的学生,

需回户籍在鼓楼区、台江区及仓山、晋安两区城区片的初中升

学;

②在鼓楼区、台江区及仓山、晋安两区城区片小学就读的

学生, 需回户籍在仓山、晋安两区农村片或马尾区的初中升

学;

③在民办小学就读的学生, 需回户籍在五城区的初中升

学;

④在五城区以外小学就读的学生, 需回户籍在仓山区的

初中升学。

2.允许符合福州金山中学、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福州格

致中学鼓山校区、福州江南水都中学、福州四十中金山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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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山区金港湾实验学校、福州四十中凤岗里分校、福州三中晋

安校区等八所新区中学对口小学片内生条件的五城区其他小

学毕业班学生，回相应的新区中学升学。因福州金山中学、福

州四中桔园洲中学、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福州江南水都中

学生源爆满，且其对口小学已配套完毕，自 2020 年 6 月 8 日

起，因新购买上述学校对口小学片内房产（不含已签订房产交

易合同并办理网上备案但未取得产权证）且符合片内生条件的

五城区其他小学毕业生，不再允许回相应的新区中学升学。

符合八所新区中学对口小学片内生条件的回原籍申请者

应填写《初招回新区初中申请表》，于 6 月 15 日-18 日持房屋

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书）、户口簿等相关材料的原件、复印

件到相应初中学校认定后，持相关材料到毕业小学所在区教育

局审批。

3.户籍在我区但在五城区以外小学就读的小学毕业班学

生，如申请回仓山区原籍升初中，家长应于 6 月中旬携带户口

簿、房产证到仓山区教育局初教科开具介绍信，在孩子就读地

参加毕业考试后，于 7 月 15 日（双休日除外）之前持户口簿、

房产证及学生档案到仓山区教育局初教科报名。

（三）民办小学毕业班学生升学

民办小学毕业班学生由民办小学所在区教育局统筹安排

升学。民办小学毕业生申请升入仓山区公办初中的随迁子女、

需继续在城区片初中就读的留城生等报名时另需填写《初招照

顾对象审批表》并提供相关凭证核验，经区教育局批准后安排

升学。如户籍在五城区，需回户籍所在地升学的，按“录取办

法”第（二）点规定安排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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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城区民办小学就读的随迁子女，如父母双方持有五城

区居住证或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书、预告登记证、不动

产登记证明），可申请由居住地所在区教育局或毕业小学所在

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公办初中升学。

（四）政策照顾对象升学

1.台商子女按初招对口方案安排升学，也可以申请升入本

区内有开设台生班的初中。仓山区开设台生班的初中学校如

下：福州十六中、福州金山中学。

台商子女的身份确认，由监护人向市台办提出书面申请，

并提供升学所需材料，经市台办审核后，符合条件的由市台办

统一造册于 7 月 1 日之前报送市教育局办理升学手续。申请升

学所需材料：父母的台胞证和台湾户籍证、营业执照（股东协

议书）或聘书、能证明子女年龄和学历的证件（如户籍证、往

来大陆通行证、成绩单等）。

2.因住宅被征收跨区异地安置需跨区升学的，经家长申请

（附住宅征收安置协议、户口簿、居住证明材料），学籍所在

区和安置地所在区教育局审批后，可由安置地所在区教育局统

筹安排升学。

3.在福州市投资的外商以及港、澳商子女要求在仓山区初

中升学的应予以妥善安排。

4.其他政策照顾对象按有关通知精神办理升学。

（五）福州外国语学校外语班招生

1.招生办法

福州外国语学校根据学生志愿，自主确定外语班的录取对

象，只能进行相关语言类素质能力测试，不得测试其他学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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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2.招生程序

6 月 29 日-7 月 4 日，仓山区小学毕业班学生可通过“初

招系统”选报福州外国语学校外语班中的一个志愿。

7 月 13 日，福州外国语学校外语班招生。

（六）福州艺术学校招生

1.招生办法

福州艺术学校根据学生志愿，自主确定艺术专业的录取对

象，只能进行术科测评，不得组织文化科目考试。

2.招生程序

6 月 29 日-7 月 4 日，仓山区小学毕业班学生可通过“初

招系统”选报福州艺术学校艺术专业的一个志愿。福州艺术学

校戏曲表演（闽剧表演方向）志愿代码：06795，舞蹈表演（民

族民间舞方向）志愿代码：06796，戏曲表演（器乐方向）志

愿代码：06797，合唱实验班志愿代码：06798。

7 月 13 日，福州艺术学校招生。

（七）清华附中福州学校招生

1.招生办法

2021 年清华附中福州学校初一年级招生对象为：（1）小

学二部（原岚湖小学）毕业班学生；（2）参照小升初回原籍(回

新区校)升学办法，自 2021 年起，符合清华附中福州学校本部

小学及二部小学片内生条件的五城区其他小学毕业班学生可

申请回清华附中福州学校初中一年级就读。同时，允许户籍在

仓山区林浦四村（濂江村、狮山村、福濂村、绍岐村）的村民

子女（不含 2021 年起放开落户政策实施后新落户的外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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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回清华附中福州学校初中一年级就读，但 2027 年 6 月起

小升初招生，在林浦小学实际就读且户籍在仓山区林浦四村

（濂江村、狮山村、福濂村、绍岐村）的村民子女（不含 2021

年起放开落户政策实施后新落户的外来人员）方可升入清华附

中福州学校初中一年级。

初中二年级暂不接收转学生，初中三年级暂不开班。

2.招生程序

6 月 15 日-18 日，符合回清华附中福州学校升学的毕业生

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书）、户口簿等相关材料的原件、

复印件到清华附中福州学校认定后，持相关材料到毕业小学所

在区教育局审批。小学二部（原岚湖小学）的毕业生直接在就

读小学报名。

（八）民办中学招生

1.招生办法

①由市级审批或同意的民办初中，面向五城区、长乐区及

高新区招生；没有寄宿条件或未经市级同意的县区属民办初

中，面向所属地区招生。②民办初中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

数的，一次性全部录取；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除符合

相关政策规定的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可单列录取外，所有报名人

员实行摇号随机录取。③民办九年或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部

毕业生原则上应按学生或家长意愿优先直升本校初中部，本校

初中部招生容量不足的，采取随机派位方式录取；小学部毕业

生录取后仍有剩余计划面向外校招生的，按第②点规定录取。

④填报民办初中志愿没有被民办初中录取的毕业生，按初招对

口方案升学。⑤被民办初中录取后要求退档的学生，由家长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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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经民办初中同意退档后，原则上按原升学方案回公办初中

升学，退档手续需在公办校对口招生前办理。⑥摇号由教育部

门统一组织，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2.招生程序

7 月 1 日-7 日，仓山区小学毕业班学生及外地回来升学的

小学毕业班学生可通过初招系统填报五城区内两个民办中学

志愿。

7 月 14 日，第一志愿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

学校完成第一志愿的招生。

7 月 15 日，公布民办初中学位余额，随机号等信息。

7 月 16 日，第一志愿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初

中摇号招生；已完成第一志愿录取，但尚有招生计划余额的民

办学校，视第二志愿报名人数招生（存在两种情况：1.第二志

愿报名人数未超过剩余招生计划数的全部录取；2.第二志愿人

数超过剩余招生计划数的摇号录取）。

（九）福州十六中部分学位派位招生

1.招生办法

为分担外国语学校生源压力，福州十六中除招收对口小学

毕业生外，2021 年另向仓山小学和施程小学招收 50-150 名符

合对口升学条件的毕业班学生（具体名额待民办初中招生后视

十六中生源情况另行公布），根据学生志愿随机摇号确定录取

结果。摇号由福州十六中负责组织，仓山区教育局、外国语学

校配合。

2.招生程序

7 月 1 日-7 日，仓山小学、施程小学的毕业班学生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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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招系统填报十六中志愿。

7 月 20 日，十六中对仓山小学、施程小学填报十六中志

愿的学生进行公开摇号。

四、录取批次

初招录取分批次进行，招生先后顺序依次为：

1.福州外国语学校外语班、福州艺术学校录取；

2.民办初中录取；

3.福州十六中通过摇号录取；

4.回原籍录取；

5.其他公办中学录取。

不同批次志愿可兼报。填报志愿但未被录取的学生可继续

参加初招后续批次的招生。已被录取又要求退档的毕业生原则

上由学籍所在区教育局按初招对口方案安排录取。初招录取后

按照每班总人数、学生男女比例等均衡原则，在“福州市初招

管理系统”完成均衡编班。

五、学生档案处理

1.在仓山区就读的小学毕业生被福州外国语学校外语

班、福州艺术学校、民办初中、公办中学录取以及回本区原

籍录取档案处理：

录取中学未接收档案前，家长自行妥善保管，不得私自

拆封；待录取中学通知报到时，将档案交给该中学；

家长须按“福州市初招管理系统”的录取信息，将学生

档案递交到相应的中学；如未按“福州市初招管理系统”的录

取信息投递档案，造成录取中学无法建立学籍等问题，由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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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承担责任。

2.在仓山区就读的小学毕业生回五城区以外升学或回鼓

楼区、台江区、晋安区、马尾区原籍就读档案处理：

户籍所在地县（市）区教育局或异地（五城区以外）就

读学校的县（市）区教育局开具介绍信；

毕业学校凭介绍信将档案交学生家长，学生家长签收后

交给教育局；

学校留下介绍信复印件留底备查，作为学生去向的依

据。

3.在鼓楼区、台江区、晋安区、马尾区就读的小学毕业

生回仓山区原籍录取以及档案处理：

家长于六月中旬携带户口簿、房产证到仓山区教育局初

教科开具介绍信；

毕业学校凭介绍信将档案交给学生家长，学生家长签收

于 7 月 15 日（双休日除外）之前持档案到仓山区教育局初教

科进行登记；

录取中学未接收档案前，家长自行妥善保管，不得私自

拆封；待录取中学通知报到时，将档案交给该中学；

家长须按“福州市初招管理系统”的录取信息，将学生

档案递交到相应的中学；如未按“福州市初招管理系统”的录

取信息投递档案，造成录取中学无法建立学籍等问题，由家长

自行承担责任。

4.户籍在仓山区但在五城区以外小学就读的小学毕业班

学生回仓山区原籍录取档案处理：

家长于六月中旬携带户口簿、房产证到仓山区教育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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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开具介绍信；

在孩子就读地参加毕业考试后，于 7 月 15 日（双休日

除外）之前持户口簿、房产证以及学生档案到仓山区教育局初

教科报名；

录取中学未接收档案前，家长自行妥善保管，不得私自

拆封；待录取中学通知报到时，将档案交给该中学；

家长须按“福州市初招管理系统”的录取信息，将学生

档案递交到相应的中学；如未按“福州市初招管理系统”的录

取信息投递档案，造成录取中学无法建立学籍等问题，由家长

自行承担责任。

六、初招信息查询及填报志愿办法

登陆福州教育网>>应用系统>>福州市初招管理系统

（http://120.35.4.20:4001/SchOri/index.jsp），输入报名

号、姓名、出生日期及初招报名表中监护人（父或母）的姓名、

联系电话，即可查询小学毕业成绩、初招录取或升学信息或者

填报志愿。

七、注意事项

请各校和学生家长认真阅读本招生办法，严格按照本办法

操作，避免因疏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有不明之处请向五城区

教育局咨询：鼓楼区 87677197；台江区 38105820；仓山区

28058492 ；晋安区 83991756；马尾区 63190306。

附件：1.仓山区 2021 年仓山区小升初招生对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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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仓山区 2021 年小升初日程安排

3.仓山区、晋安区农村学校名单

4.福州市五区初招户籍代码

5.2021 年福州外国语学校外语班志愿

6.2021 年福州艺术学校志愿代码

7.2021 年福州市五城区民办中学代码

8.公民办学校摇号规则

仓山区教育局

2021 年 6 月 1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 送：福州市教育局,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成员任巍同志

仓山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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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仓山区2021年小升初招生对口方案
对 口 中 学 小 学

金山中学 金山小学

四中桔园洲中学（见备注1） 教育学院三附小、仓山区第五中心小学、仓山区第六

中心小学

江南水都中学 江南水都小学、仓山区第四中心小学

外国语学校（见备注2） 仓山小学、施程小学

十六中（见备注2） 麦顶小学、师大附小

六中

郭宅中心小学（郭宅村、郭宅居委会不含牛道及观音

亭、叶下村、葫芦阵村）、后坂小学、麦小金源浦下分

校

清华附中福州学校初中部

（备注3）

清华附中福州学校小学本部、清华附中福州学校小学

二部

仓山区金港湾实验学校初

中部

金港湾实验学校小学部、霞镜小学、仓山区第九中心

小学

四十中凤岗里分校（见备注

4）

教育学院四附小、仓山区第八中心小学、仓山区教师

进修学校附属第二小学（过渡）

四十中金山分校（见备注5 仓山区第七中心小学、仓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第三

小学、淮安实验小学（过渡）

二十九中（见备注5） 金山实验小学、洪塘中心小学、麦浦小学、淮安实验

小学（过渡）

三十九中 南台实验小学、红霞中心小学

四十中 仓山区实验小学、东升小学、高湖小学、江边小学

十二中 仓山区第一中心小学、仓山区第二中心小学、朝阳小

学

高盖山实验学校初中部

（原盖山中学）

郭宅中心小学（郭宅牛道、郭宅观音亭、白湖

村含白湖亭新村、迎宾小区、留城生和随迁子

女）、北园小学、跃进小学、高盖山实验学校

小学部、齐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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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口 中 学 小 学

红山中学 潘墩中心小学、林浦小学、黄山小学、胪厦小

学

城门中学 城门中心小学、敖峰小学、胪雷小学、龙江小

学、浚边小学、蒋宅小学

永南中学 谢坑小学、城门后坂小学、别头小学、湖际小

学、梁厝小学、下洋小学

二十一中 义序中心小学、尚保小学

盘屿中学 阳岐小学、盘屿小学、吴山小学

三十中（见备注6） 冯宅中心小学、台屿小学、东方小学、福湾小

学（过渡）

螺洲中学 螺洲中心小学、乾元小学

备注：

1.2021年四中桔园洲中学招生方案为过渡方案。

2.十六中面向仓山小学和施程小学招收50-150名符合对口升学条件的毕业班

学生（具体名额待民办初中招生后视十六中生源情况另行公布），采取学生填报志

愿后摇号确定录取名单。

3.允许户籍在仓山区林浦四村（濂江村、狮山村、福濂村、绍岐村）的村民

子女（不含 2021 年起放开落户政策实施后新落户的外来人员）申请回清华附中福

州学校初中一年级就读，但 2027 年 6 月起小升初招生，在林浦小学实际就读且户

籍在仓山区林浦四村（濂江村、狮山村、福濂村、绍岐村）的村民子女（不含 2021

年起放开落户政策实施后新落户的外来人员）方可升入清华附中福州学校初中一

年级。

4.2021年仓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第二小学对口中学（冯宅中学）未建成，

毕业生安排在四十中凤岗里分校过渡。

5.2021年仓山淮安实验小学对口中学尚未建成，毕业生可选择在二十九中或

四十中学金山分校过渡。

6.2021 年福湾小学的毕业生安排在三十中过渡。

7.闽江大道 228 号金汇豪庭、闽江大道 200 号金山大厦、闽江大道 246 号锦

绣江南（武夷国际城）、闽江大道 202 号凯旋枫丹花园、中庚城、世欧彼岸城（正

荣融信现代城）、金闽小区楼盘（2020 年 6 月 8 日前购买）符合片内生条件的五城

区小学毕业生可申请回福州市金山中学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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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仓山区 2021 年小升初日程安排

时 间 内 容

6月15日至18日
学生在毕业小学报名。符合条件学生填报回新区初中、回清

华附中福州学校志愿并提交审核。

6月17日 各区小学毕业考试。

6月20日至28日 学校录入学生信息，区教育局审核，报市教育局。

6月30日 闭学式。各小学通知家长到学校领取学生档案，做好签收。

6月29日至7月4日
学生在初招系统填报外国语学校外语班志愿、福州艺术学校

志愿。

7月6日
福州外国语学校、福州艺术学校到市教育局领取学生志愿信

息。

7月1日至7日

①学生在初招系统填报民办中学志愿；②对于部分通过摇号

招生的公办学校，学生按照各区公布的招生条件，在初招系

统填报志愿。

7月8日至10日
各区教育局向市教育局报毕业班学生成绩及回新区学生信

息。

7月13日
福州外国语学校外语班招生；福州艺术学校招生。民办初中

领取志愿信息。

7月14日
第一志愿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学校完成第一志

愿的招生。

7月15日 公布民办初中学位余额，随机号等信息。

7月16日 民办初中摇号招生。

7月20日 部分通过摇号招生的公办学校摇号招生。

7月22日 区教育局到市教育局领取回原籍录取的学生名单。

7月26日至28日

各区将留城生、随迁子女、回原籍学生、对口初中不具备招

收和培养国际学生资格的外籍生等安排情况通过网络报至市

教育局。

7月30日 公办初中对口招生，各区教育局到市教育局领取对口花名册。

8月3日 对口中学到区教育局领取对口花名册等。

8月4日至5日 市属中学由市教育局验印。

9月9日至10日 区属中学由区教育局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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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仓山区、晋安区农村学校名单

仓山区：二十一中、三十中、城门中学、盘屿中学、

螺洲中学、永南中学、义序中心小学、阳岐小学、盘屿小

学、吴山小学、尚保小学、齐安小学、城门中心小学、敖

峰小学、胪雷小学、龙江小学、浚边小学、蒋宅小学、湖

际小学、梁厝小学、下洋小学、潘墩中心小学、林浦小学、

胪厦小学、谢坑小学、城门后坂小学、别头小学、冯宅中

心小学、台屿小学、东方小学、螺洲中心小学、乾元小学；

晋安区：宦溪初级中学、北峰中学、宦溪中心小学、

捷坂小学、桂湖小学、鼓岭小学、红寮中心小学、寿山小

学、岭头小学、日溪中心小学、井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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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福州市五区初招户籍代码

户籍代

码
户籍名称

户籍代

码
户籍名称

010000 鼓楼区 060000 高新区

020000 台江区 060000 闽侯县

030000 仓山区城区片 070000 闽清县

030001 仓山区农村片 080000 福清市

040100 马尾区罗星街道 090000 永泰县

042100 马尾区马尾镇 100000 长乐市

042200 马尾区亭江镇 120000 连江县

042300 马尾琅歧开发区 130000 罗源县

050000
晋安区城区片

150000
福州地区以外户

籍

052000 晋安区农村片 000000 无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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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年福州外国语学校外语班志愿代码

学校 项目 代码

福州外国语学校

日语（愿意调剂） 03091

日语（不愿意调剂） 03991

德语（愿意调剂） 03092

德语（不愿意调剂） 03992

法语（愿意调剂） 03093

法语（不愿意调剂） 03993

俄语（愿意调剂） 03095

俄语（不愿意调剂） 03995

西班牙语（愿意调剂） 03094

西班牙语（不愿意调剂） 03994

注：招生计划以市教育局专文发布的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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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1年福州艺术学校志愿代码

学校 项目 代码

福州艺术学校

戏曲表演（闽剧表演方向） 06795

舞蹈表演（民族民间舞方向） 06796

戏曲表演（器乐方向） 06797

合唱实验班 06798

备注：福州艺术学校是进行艺术专业训练的学校。学生报名前可向该校了解办学情况。

联系人：刘老师，电话：22071161。

招生计划以市教育局专文发布的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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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1年福州市五城区民办中学代码

学校代码 学 校 学校代码 学 校

03601 福州时代中学 05611 福州双安中学

02611 福州华伦中学 03671 福州超德中学

06611 华伦中学晋安校区 03711 福州市仓山区云开学校

01641 福州三牧中学 03701 福州市仓山区金鹰学校

01601 福州黎明中学 05621 福州中加学校

01681 福州文博中学 03661 福州现代中学

03621 福州华南实验中学 04611 福州市马尾区三牧中学

04601 福州阳光国际学校 07601
福州市长乐区融侨赛德

伯初级中学

02601 福州日升中学 01671 福州立志中学

03631 福州英才中学 06431 福州榕西中学

05601 福州左海学校 03602 福州市时代华威中学

注：福州五城区民办中学招生计划以市教育局专文发布的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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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公民办学校摇号规则

一、摇号前准备工作

1.产生随机号：由教育局招生工作人员对参加公民办学校

摇号的学生进行随机编号，编号从 1 至 n（n 为参加本校摇号

的学生数相对应的最大编号）。

2.相关信息公开：通过教育局网站、公众号等公布公民办

学校招生执行派位的计划数（如：250）、填报志愿人数、随机

编号后的具体名单、摇号录取的等差数（等差数计算方法为：

参加摇号学生数除以 250，得出商为等差数，如果商为非整数，

则向上取整数。如：填报志愿的学生数为 1777，则参加摇号学

生数为 1777，用 1777 除以 250 等于 7.108，向上取整为 8，则

等差数为 8）。

二、现场摇号规则：

（1）将具体公民办学校参加摇号学生的随机编号 1 至 n

形成闭环（当第一次经过最大编号循环至最小编号时，1 号可

相当于 n+1，2 号可相当于 n+2，3 号可相当于 n+3；当第二次

经过最大编号循环至最小编号时，1 号可相当于 2n+1，2 号可

相当于 2n+2，3 号可相当于 2n+3，以此类推）。

（2）现场由媒体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生家长

代表（从到场学生家长代表中推选）各 1 人依次分别从十个号

码球中（内置 0 至 9 十个号码）摇号抽取个、十、百、千位数

号码（如需要千位数，则由另一位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抽取），

组成一个数字，与该数字相同随机编号（001 或 0001 即为 1,002

或 0002 即为 2……099 或 0099 即为 99，以此类推，0999 即为

999）的学生即为第一个中签录取的学生。第一个录取学生的

随机编号必须在具体摇号学校参与摇号的学生编号（1 至 n）

内产生。为保证先抽中号码有效，后面抽签时应先剔除无效号

码。也即个位最优，十、百、千（如有）依次递减（如：参加

派位的学生数为 1003，若个位抽中 6，十位抽中 8，百位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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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则千位数 1 是无效号码，千位数只能是 0；若个位、十位、

百位全抽中 0，则千位数 0 是无效号码，千位数只能是 1。又

如参加派位的学生数是 845，个位抽中 6，十位抽中 8，则百位

数 8 和 9 是无效号码，百位数只能在 0-7 之间的数抽取）。

（3）第二位录取的学生为第一位录取学生的随机编号+等

差数，第三位录取的学生为第二位录取学生的随机编号+等差

数，第四位录取的学生为第三位录取学生的随机编号+等差数，

以此类推，直至完成摇号录取计划数为止（如：某校派位录取

数为250，参加摇号学生数为1777，则1777除以250等于7.108，

向上取整为 8，则等差数为 8，各方代表摇号产生的号码是个

位是 1，十位是 6，百位是 7，千位是 1，则第 1 个中签的随机

编号是 1761 号、第 2 个中签的随机编号是 1769 号、第 3 个中

签的随机编号是 1777 号、第 4个中签的随机编号是 8号......

第 225 个是 1776 号、第 226 个是 7号、第 227 个是 15 号......

第 250 个是 199 号）。

（4）如果出现一直循环未能招满时（当参加派位数是等

差数的整数倍时可能出现），余下摇号录取计划则继续录取第

一位录取学生的随机编号后的连续号（即等差数为 1），直至完

成摇号录取计划数为止（如：某校派位录取数为 250，参加摇

号学生数为 1776，则 1776 除以 250 等于 7.104，向上取整为 8，

则等差数为 8，各方代表摇号产生的号码是个位是 1，十位是 6，

百位是 7，千位是 1，则第 1 个中签的随机编号是 1761 号、第

2个中签的随机编号是1769号、第3个中签的随机编号是1号、

第 4 个中签的随机编号是 9 号、...... 第 222 个中签的随机

编号是 1753 号，因 1776 被 8 整除，录取到第 222 个 1753 号

时无法继续录取，这时增加录取第 1 个中签号 1761 号后面的

连续随机编号直至招满 250 个学生，即增加录取随机编号是

1762 号、1763 号、1764 号、1765 号、1766 号、1767 号、1768

号、1770 号、1771 号、1772 号、1773 号、1774 号、1775 号、

1776 号、2 号、3 号、4 号、5 号、6 号、7 号、8 号、10 号、

11 号、12 号、13 号、14 号、15 号、16 号的 28 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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