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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泰山区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意见》APP登录平台开发依据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招生入学流程：

1.小学入学流程：泰山区城区户籍适龄儿童和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监护人手机注册“爱山东”APP用

户，进入“义务教育招生”专栏，登录“泰山区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服务平台”→入学信息填报→按照所在学区申报公办学校（泰

山区户籍适龄儿童根据意愿填报一所民办学校）→民办学校录取→大数据自动比对审核报名信息或学校入户考察核实→根据审核

结果录取、统筹安排部分生源→监护人查询录取结果→新生报到。

2.初中入学流程：泰山区城区户籍适龄少年和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监护人手机注册“爱山东”APP用

户，进入“义务教育招生”专栏，登录“泰山区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服务平台”→入学信息填报→分配资格审核学校→根据意愿填

报一所民办学校→民办学校录取→监护人登陆平台查询资格审核学校→大数据自动比对审核报名信息或学校入户考察核实→根据

审核结果录取、统筹安排部分生源→监护人查询录取结果→新生报到。

3.民办学校招生说明：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采取全员录取的方式招生，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

校，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招生，随机派位工作由区教体局统一组织，相关学校具体实施，全程接受社会监督。已被民办学校录

取的，不得再参加公办学校的招生，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继续参加公办学校招生。任何民办学校不得招收未参与平台报名、未

被平台录取的学生，全员录取或派位结果即为建籍依据，不得违规接收借读学生出现“人籍不一致”。多胞胎家庭报同一所民办

学校的，网上报名成功后，派位前需到泰山区教体局招生办公地泰安东岳中学南院小学部二楼进行资格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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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平台（用户注册）0101 01



/

  操作说明

使用手机微信的“扫一扫”功能扫码下载“爱山东”APP或者打开【应用商店】，输入【爱山东】进

行下载，下载后打开【爱山东】点击【我的】。进入【请登录】，用手机号进行注册。如图所示：

爱山东 APP

APP登录01-进入平台

提醒：今年报名只可通过手机报名，不能使用电脑报名。
           招生期间平台开放时间：早8：30——晚6：00



    操作说明

注册完成后，点击【L2 等级】，进入用户认证页面，点击 【实名认证用户社保/身份证实名认证】 后的【前往认证】

选项，进入认证环节，认证完之后在进行下面的【实名认证用户 公安实名认证】后的去认证选项，进行人脸识别，

识别后显示已认证，返回主页进行扫码报名。忘记密码通过APP自助找回，修改密码通过APP修改。如图所示：

APP登录01-进入平台

提醒：注册爱山东用户时，尽量做到用谁的房产报名就用谁的手机注册，
填写谁的身份证号码，最大限度确保信息回填时的准确性。



APP登录01-进入平台

  爱山东APP首页左上角，地区选择【泰安市】→在首页点击【义务教育招生】，再选择【泰安市】 

【泰山区】后点击【确认，去报名】，最后点击【进入平台】报名即可。

爱山东APP

爱山东APP

提醒：报名

前，可仔细

阅读平台提

供的【新生

报名流程】



APP登录01-进入平台

操作说明
平台预置了常见问题解答，

您在平台使用过程中遇到问

题，可进入该模块自行排查

解决。

点击【我要报名】，开始报名。
进入平台首页

我的报名
进入完成报名，后续也可随

时进入以查看学校反馈的审

核通知。

用户信息
用于查看家长用户信息。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信息填报0102 02



APP登录02-信息填报 学段和报名类型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名】

【初中一年级新生报名】

【泰山区户籍】

【外来务工经商】

【父母房产】

【三代（祖父母、外祖父母）房产】
【无房】

【父母房产】

【三代（祖父母、外祖父母）房产】
【无房】

【泰山区户籍】

【外来务工经商】

【父母房产】

【三代（祖父母、外祖父母）房产】
【无房】

【父母房产】

【三代（祖父母、外祖父母）房产】

【无房】

年满6周岁（2016年8月31
日以前出生）且尚未注册学籍
的泰山区户籍适龄儿童及符合
条件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随迁
子女。

具有泰山区户籍的应届小
学毕业生及符合条件的外来务
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

泰山区户籍可根
据意愿填报一所民办
学校。

外来务工经商人
员子女只可报名公办
学校。

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
泰山区小学毕业生可填报民
办学校。非泰山区小学毕业
生只可报名公办学校。

泰山区户籍可根
据意愿填报一所民办
学校。



APP登录02-信息填报

选择学段
选择学段，请点击【选择】，进

入报名类型选择。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选择报名类型
根据学生户籍及家庭情况选择

符合的入口。

选择报名类型
根据学生户籍及家庭情况选择符

合的入口。

以【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名】【泰山区户籍（小学）】【（本地户籍）父母房产】为例。



APP登录02-信息填报

 信息填报（一）基本信息
请按照平台提示填写学生基本信息。

带星号*的为必填项。

以泰山区户籍（小学）【（本地户籍）父母房产】为例。

大数据已回填的，会显示“自动回填”字样。

大数据未回填的，请逐项手动填写即可。

 填写或修改完成后，记得要点击【保存】。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APP登录02-信息填报

 信息填报（二）户籍信息
请按照平台提示填写学生户籍信息。

带星号*的为必填项。

大数据已回填的，会显示“自动回填”字样。

大数据未回填的，请逐项手动填写即可。

填写或修改完成后，记得要点击【保存】。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APP登录02-信息填报

 信息填报（三）居住信息
请按照平台提示填写监护人房产或租赁信息。

带星号*的为必填项。

填写或修改完成后，记得要点击【保存】。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APP登录02-信息填报

 信息填报（四）监护人信息
请按照平台提示填写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信息。

带星号*为必填项。

大数据已回填的，会显示“自动回填”字样。

大数据未回填的，请逐项手动填写即可。

填写或修改完成后，记得要点击【保存】。

特别说明

（1）儿童监护人一般指儿童父亲和母亲，个别情况

监护人非父母的请如实填写。

（2）双亲家庭（含离异），需将两个监护人信息填

写完整。单亲家庭（只要一位监护人）可选择监护人

二与监护人一关系一致，即可只填写一个监护人信息。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APP登录02-信息填报

 信息填报（五）优抚对象

请按照平台提示填写优抚对象类别、优抚对象说明。

填写或修改完成后，记得要点击【保存优抚对象】。

如果不是优抚对象，请直接点击【信息确认】，进入下一环节。

需平台下载相关表格填写并上传。

优抚对象一般指：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公安英模和

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高层次人才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

提醒：不是优抚对象，误选了优抚对象的，只能删除报名信息，

重新填报，不能使用“信息修改”。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APP登录02-信息填报

 信息填报（六）信息确认
平台将对您所填写的信息进行完整度校验。

校验通过的，可以进入下一环节。

校验不通过的，根据平台提示内容进行修正。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证件上传0103 03



APP登录03-证件上传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泰山区户口父母有房】
（1）采集项目：基本信息

证件材料：户口簿、出生证明、预防接种证、

小学学籍证明等。

至少上传张数：1

（2）采集项目：房产信息

证件材料：不动产证（房产证）或购房合同、

其他佐证材料（根据本人房产实际情况而定）

至少上传张数：0

（3）采集项目：监护人1信息

证件材料：身份证

至少上传张数：1

（4）采集项目：监护人2信息

证件材料：身份证

至少上传张数：1

【泰山区户口三代有房】
（1）采集项目：基本信息

证件材料：家庭户口簿、三代关系证明、出生证

明、预防接种证、小学学籍证明等。

至少上传张数：1

（2）采集项目：房产信息

证件材料：不动产证（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其

他佐证材料（根据本人房产实际情况而定）

至少上传张数：0

（3）采集项目：监护人1信息

证件材料：身份证

至少上传张数：1

（4）采集项目：监护人2信息

证件材料：身份证

至少上传张数：1

【泰山区户口无房】
（1）采集项目：基本信息

证件材料：户口簿、预防接种证、小学

学籍证明等。

至少上传张数：1

（2）采集项目：租房信息

证件材料：房管部门登记备案的房屋租

赁合同

至少上传张数：1

（3）采集项目：监护人1信息

证件材料：身份证

至少上传张数：1

（4）采集项目：监护人2信息

证件材料：身份证

至少上传张数：1

 所需资料



APP登录03-证件上传  所需资料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外来务工经商父母有房】
（1）采集项目：基本信息

证件材料：户口簿、出生证明、预防接种证、小学学籍证明等。

至少上传张数：1

（2）采集项目：房产信息

证件材料：不动产证（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其他佐证材料（根据本人房产实

际情况而定）

至少上传张数：0

（3）采集项目：监护人1信息

证件材料：居住证或流动人口登记证明、身份证

至少上传张数：1

（4）采集项目：监护人2信息

证件材料：居住证或流动人口登记证明、身份证

至少上传张数：1

（5）采集项目：主提供人工作信息

证件材料：工作证明（务工）或营业执照（经商）

至少上传张数：1

（6）采集项目：主提供人社保信息

证件材料：社保证明（泰安市或泰山区缴纳）

至少上传张数：0

【外来务工经商三代有房】
（1）采集项目：基本信息

证件材料：户口簿、三代关系证明、出生证明、预防接种证、小学学籍证明等。

至少上传张数：1

（2）采集项目：房产信息

证件材料：不动产证（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其他佐证材料（根据本人房产实

际情况而定）

至少上传张数：0

（3）采集项目：监护人1信息

证件材料：居住证或流动人口登记证明、身份证

至少上传张数：1

（4）采集项目：监护人2信息

证件材料：居住证或流动人口登记证明、身份证

至少上传张数：1

（5）采集项目：主提供人工作信息

证件材料：工作证明（务工）或营业执照（经商）

至少上传张数：1

（6）采集项目：主提供人社保信息

证件材料：社保证明（泰安市或泰山区缴纳）

至少上传张数：0



APP登录03-证件上传  所需资料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外来务工经商无房】
（1）采集项目：基本信息

证件材料：户口簿、出生证明、预防接种证、小学学籍证明等。

至少上传张数：1

（2）采集项目：房产信息

证件材料：房管部门登记备案的房屋租赁合同

至少上传张数：1

（3）采集项目：监护人1信息

证件材料：居住证或流动人口登记证明、身份证

至少上传张数：1

（4）采集项目：监护人2信息

证件材料：居住证或流动人口登记证明、身份证

至少上传张数：1

（5）采集项目：主提供人工作信息

证件材料：工作证明（务工）或营业执照（经商）

至少上传张数：1

（6）采集项目：主提供人社保信息

证件材料：社保证明（泰安市或泰山区缴纳）

至少上传张数：0

【优抚对象】
采集项目：教育优抚对象

证明材料：优抚相关证件、优抚表格（平台下载或泰山杏坛下载）。

至少上传张数：1

提醒：1、岱岳区、
高新区、景区的部
分居民，派出所不
出具居住证，可不
上传。2、大数据能
自动回填的，可不
上传证件。3、上传
的图片最大不超过
10m。



特别说明

（1）要上传的图片根据手动填写的信息自动判断。

（2）大数据自动回填的，可不上传证件。

（3）上传完成后，建议点击查看大图以确保清晰度。

（4）上传过程中遇到问题，可通过平台内【操作说明】中的

常见问题解答自助排查。需要上传的图片均有示例，建议家长

在查看示例的基础上上传材料，站在材料审核者的角度思考如

何提供相关证明，让材料审核工作人员能够通过您上传的证明

材料做出准确判断。例如：如果房产为小产权房，家长除上传

购房合同外，还需要上传进行房产交易时的银行流水证明等材

料。信息一经提交，将不能修改，如确实有误需要修改只能删

除重报，应确保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

APP登录03-证件上传

 证件上传
请按照平台提示完成证件图片上传。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APP登录03-证件上传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关于房屋产权。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出示的房屋产权须为100%产权，房屋性质为住宅。各公办学校要按照2014年开始

实行的每套房产（住址）原则上小学每5年、初中每4年只能享受一次划片招生机会，多胞胎生育或法

定监护人合法多胎生育的除外，但需提供相关证明。

关于社会保险证明。

自2023年起，外来务工经商随迁人员子女入学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其用人单位参保缴费情况为依据。

关于预防接种证明。

预防接种证明不再作为入学报名前置条件，可在开学后及时要求学生提供。



信息提交0104 04



APP登录04-信息提交

 提交报名

信息采集和证件上传完成后，

进入提交报名环节。

在请选择报名学校下方的下拉

框中选择要报名的学校。

点击【提交报名】并确认提交。

特别说明
（1）提交后，您的信息才会显

示在学校审核名单中，未提交

的视为无效信息。请不要忘记

提交。

（2）提交报名后，信息将被锁

定，无法再修改，提交前尽量

仔细核对，确保正确无误。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信息修改0105 05



APP登录05-信息修改

 信息修改

在信息采集开放期间，报名提交之前，您可以对信

息和图片进行修改，不限修改次数。审核之前可以

删除重报。一经审核，报名信息就不能删除了。

在学校审核期间，如果您的信息或图片不符合条件，

学校对信息【驳回修改】的，也可以进行修改，并

在修改完成后点击【提交修改】。

特别说明

【提交修改】按钮仅在信息被【驳回修改】后

才会出现，且修改后必须点击该按钮以告知学

校您已完成修改，请学校重新审核。未被驳回

的不需要该操作。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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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

家长于8月19日、20日先登录平台填报入学信息，22日登录平台申报公办小学或民办小学。

家长于8月18日、19日先登录平台填报入学信息，22日登录平台申报民办初中。

—— 具体页面内容以平台为准 —— 

初中

具体参照《入学须知》中的流程安排表。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