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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 2020 年漯河市教育事业发展
统计公报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市教育局直属分局，市属各学校：
《2020 年漯河市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已经市教育局研究
同意，并报教育部、省教育厅审核批准，现予发布并作如下说明。
一、
《公报》指标按学年度统计，即从上学年度的学年初（9
月 1 日）至学年末（8 月 31 日）；在校生数、教职工数、占地面
积、固定资产总值等指标为统计时点数；毕业生数、复学学生数
等指标为统计时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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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入学（园）率，是指某一级教育不分年龄的在校（园）
学生总数占该级教育国家规定年龄组人口数的百分比。由于包含
非正规年龄组（低龄或超龄）学生，毛入学率可能会超过 100%。
三、普惠性幼儿园包括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四、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是指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在园（班）幼儿数之和占在园（班）幼儿总数的百分比。
五、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是指初中毕业班学生数占该年级
入小学一年级时学生数的百分比。
六、小学（初中）学龄儿童净入学率，是指小学（初中）教
育在校学龄人口数占小学（初中）教育国家规定年龄组人口总数
的百分比，按不同入学年龄分别计算。
七、随迁子女，是指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本省外县（区），
随父母到输入地（同住）并在校接受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是指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本省外县（区）
的乡村，随务工父母到输入地的城区、镇区（同住）并接受义务
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八、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连续半年以上，
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将其托留在户籍所在地家乡，
由父母委托有监护能力的亲属或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接受义务教
育的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九、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数和教职工数计入初中阶段，完全
中学的学校数和教职工数计入高中阶段教育，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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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数和教职工数计入高中阶段教育。其中，专任教师按照教育
层次进行归类，小学专任教师包括小学、小学教学点、九年一贯
制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中教授小学的专任教师；初中专任教师包
括初中、九年一贯制、完全中学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中教授初中
的专任教师；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包括普通高中、完全中学和十二
年一贯制学校中教授普通高中的专任教师。
十、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和成人中等专业
学校。
十一、参照省教育厅按惯例中等职业教育中技工学校有关数
据采用 2019 年数据，其中，校数、学生数和教职工数均含技工学
校，办学条件不含，生师比不含附设中职班和技工学校。
十二、学历合格专任教师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具有国家规
定的最低学历要求的专任教师数占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
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的相关规定：取得小学教
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初级中
学教师、初级职业学校文化、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
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高级中学
教师资格和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资格，
应当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
历。
十三、普通高等学校校均规模，仅含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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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研究生和成人高等学校普通专科班学生数。

附件：2020 年漯河市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1 年 4 月 12 日

一 4一

附

件

2020 年漯河市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0 年，全市教育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全国全省全市教
育大会精神，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统筹谋划，真抓实干，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持续推进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四三二一”工作布局作出了贡献。
一、综合
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机构）1180 所（不含高校），教育
人口 542514 人（不含高校）
，其中，在校生 505270 人（不含高校），
教职工 37244 人（不含高校）
，教育人口占总人口 20.33%。
二、学前教育
全市共有幼儿园 582 所，其中，普惠性幼儿园 471 所。入园
幼儿 30643 人，在园幼儿 98424 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80.28%，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96.49%。
幼儿园教职工 10142 人，其中，园长 661 人，专任教师 5592
人。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97.10%，其中，专科及以上学历占
75.98%；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占 0.25%；学前教育专业毕
业占 73.16%，幼儿园生师比 17.60:1。幼儿园占地 161.49 万平方
米，校舍建筑面积 77.22 万平方米，图书 73.35 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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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义务教育
全市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552 所，在校生 312568 人。共有
班数 7851 个，其中 56-65 人的大班 97 个，占总班数的 1.24%。教
职工 20549 人，其中专任教师 18959 人。义务教育巩固率 96.67%。
小学 445 所，另有教学点 103 个。毕业生 33187 人，招生 34129
人，在校生 210514 人（其中，教学点 5375 人）。共有 5790 个班，
其中，56-65 人的大班 31 个，占 0.54%。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100%；小学毕业升学率 99.97%。小学教职工 10577 人。专任教师
11647 人，生师比 18.07:1。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100%，专任教师
中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比例 98.61%，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占 7.62%。另有代课教师 502 人，兼任教师 1 人。
普通初中 107 所，其中九年一贯制学校 36 所。毕业生 32431
人，招生 33806 人，在校生 102054 人。共有 2061 个班，其中 56-65
人的大班 66 个，占 3.2%。初中阶段毛入学率 110.27%。普通初中
教职工 9972 人。专任教师 7503 人，生师比 13.6:1。专任教师学
历 合 格 率 99.96% ， 专 任 教 师 中 具 有 本 科 及 以 上 学 历 的 比 例
84.86%，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占 25.43%。另有代课教
师 291 人。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寄宿生 113628 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
总数的 36.35%。其中，小学寄宿生 45230 人，占小学在校生的
21.49%；初中寄宿生 68398 人，占初中在校生的 67.02%。
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校生 18794 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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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生总数的 6.01%，其中，小学 11961 人，初中 6833 人。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 14990 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 4.80%，
其中，小学 10446 人，初中 4544 人。
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在校生 31643 人，占义务教育阶
段在校生总数的 10.12%，其中，小学 23100 人，初中 8543 人。
小学和普通初中学校占地分别为 446.28 万平方米和 354.02 万
平方米，
校舍建筑面积分别为 146.55 万平方米和 147.46 万平方米，
图书分别为 412.04 万册和 392.34 万册，教学仪器设备值分别为
16288.64 万元和 14940.00 万元。
四、高中阶段教育
全市高中阶段教育学校 40 所，招生 32586 人，在校生 92612
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3.60%。
普通高中 17 所，其中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3 所。毕业生 15616
人，招生 16839 人，在校生 47936 人。共有 927 个班，其中，56-65
人的大班 16 个，占 1.73%。普通高中教职工 3865 人。专任教师
3213 人，生师比 14.92:1。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99.22%，专任教
师中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 7.78%，具有副高级及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占 31.06%。普通高中学校占地 165.02 万平方
米，校舍建筑面积 78.77 万平方米，图书 80.14 万册，教学仪器设
备值 5716.12 万元。
中等职业学校 23 所，其中技工学校 3 所。毕业生 11857 人，
其中技工学校 4993 人；招生 15747 人，其中技工学校 353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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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 44676 人，其中技工学校 13856 人。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
数和在校生数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 48.32%和 48.24%。教职工 2523
人（含技工学校 591 人），其中专任教师 1692 人（不含技工学校，
下同），
生师比 18.22:1。学校产权和非学校产权独立使用占地 98.79
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 38.43 万平方米，图书 75.35 万册，教学、
实习仪器设备值 11531.81 万元。
五、特殊教育
全市特殊教育学校 6 所，共招收各种形式特殊教育学生 368
人，在校生 1666 人。教职工 165 人，其中，专任教师 134 人。特
殊教育学校占地 2.03 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 1.78 万平方米，图
书 1.30 万册。
六、民办教育
全市各级各类民办学校 395 所，在校生总数 102998 人，教职
工总数 10497 人。其中，民办幼儿园 356 所，在园幼儿 62667 人；
民办小学 21 所，在校生 20958 人；民办普通初中 7 所，在校生
4301 人；民办特殊教育学校 2 所，在校生 228 人；民办普通高中
4 所，在校生 2547 人；民办中等职业学校 5 所，在校生 12297 人。

漯河市教育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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