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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报名网址：https://rx.ksedu.cn（PC 版）

2、浏览器：建议使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Firefox 浏览器、360 浏览器或 360 浏览器极

速模式，以便系统正常运行。

3、户籍生报名流程：申请人于当年度填报时间内登陆“昆山市幼儿园、中小学招生入学填报系

统”(网址：https://rx.ksedu.cn)，注册登录后，点击进入“户籍生填报”，填写相关信息，并按要

求录入相关附件。

4、原则：所有需要就读昆山义务教育起始阶段（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学校的学生，都得

网上报名。

5、政策文件获取：家长可自行下载和阅读主页下方相关入学事项，了解当前入学政策。

6、温馨提醒：申请人在报名前，请提前准备好户口簿、不动产证（或房屋产权证）等，方便填

报。遇到问题无需焦虑，如有疑问，可查询操作指导手册或咨询相关部门。

注： 以下内容中出现的报名号、姓名、手机号、随机验证码、学校等均为测试数据，请家长以

网站为准。

2. 如何注册登录

2.1.如何注册平台账号

第一次使用昆山市中小学招生入学填报系统需先注册，点击【注册】切换到注册模式，用真实

的手机号注册，方便填报和收取短信。一个手机号码只能注册一次。

https://rx.k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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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如何才是注册成功

消息框提示“注册成功”，接收到拥有报名号的短消息表示注册成功。申请人需要记住自己注

册的报名号、手机号和登录密码。

2.3.如何找回报名号和密码

如果不小心忘记密码或报名号，可以通过注册时填写的手机号码找回。即点击登录窗口下方

的【找回报名号和密码？】，填报完相关信息后，点击【找回报名号】按钮。

2.4.如何登录

打开登录页面，输入正确的手机号/报名号和密码，并输入验证码后，点击【登录】进行登录。

若无报名号及密码，请先点击【注册】切换到注册模式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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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成功后进入如图所示页面，点击“户籍生填报”进行操作。

用户可以看到自己注册的手机号以及报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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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填报信息

3.1.学生报名

申请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个或多个孩子的报名。

如果您登录后尚未添加需要入学子女信息，请点击【学生报名】按钮，添加需要入学的子女基

本信息。首先选择要就读入学的学段，填写学生姓名、学生身份证件号码，确认无误后点击【报名】

按钮进行提交。

若同一个家庭如果还有其他适龄子女需要填报，点击【新增子女】按钮，进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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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入学的学生信息添加成功后，如图所示：

3.2.阅读填报承诺

注：1、删除该子女：若学生信息添加完成后，拟报读学段选择错误，请点击【删除该子女】，

对该学生信息进行删除后，重新对该学生进行报名。

2、成员中心：该模块用于集中展示监护人、房产填报步骤中输入的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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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完需要入学子女的基本信息后，点击“信息填报”进入填报承诺页面，请阅读完毕之后点

击“我承诺”正式进行填报。（点击“我拒绝”则返回至报名主窗口界面）

3.3.填报第一步：家庭基本信息

3.3.1.学生基本信息

首先核对学生的基本信息，学生信息无误后，选择学生所属民族、原毕业学校。若该学生原毕

业学校是在昆山就读的，可以从列表中查询添加；如果不是，请在“其他学校”处填写毕业学校。

填写学生的户籍地址（需详细填写）。

3.3.2.申请类型—住宅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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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类型分为“住宅类房产（含集体户口有房）”、“昆山户籍无房（含学位被占用、非夫妻

共有等）”、“宅基地”、“房屋被征收”四种，申请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申请类型为“昆山户籍无房（含学位被占用、非夫妻共有等）”，需填写现居住地址。申请类

型为“宅基地”、“房屋被征收”的，需填写房屋坐落。

情况一：

情况二：

情况三：

情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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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监护人信息

监护人分为监护人一和监护人二、没有顺序和先后之分。有第二监护人的，监护人二则必填。

同一报名号，若已有子女报名，待填写第二子女信息时，监护人信息不可更改。

监护人一下的是否重组、单亲（离异）系统默认选否。如果是重组、单亲（离异）的家庭，请

勾选“是”并上传需要入学子女的抚养证明材料。

3.4.填报第二步：房产信息

注：填报系统里所有信息须真实准确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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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类型为住宅类房产，需要填写房产信息。申请类型为昆山户籍无房（含学位被占用、非夫

妻共有等）、宅基地、房屋被征收的不需要填写此步骤。

3.4.1.产权证类型

不动产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图例如下图所示，填报人根据自己的房产类型进行填报。

不动产权证：

房屋产权证类型系统默认不动产权证，如果您拥有住宅类房产并且已经取得不动产证，直接填

写产权证号（选择年份和填写不动产权证号）即可。

房屋所有权证：

如果您拥有住宅类房产并且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产权证类型勾选“房屋所有权证”，

并填写产权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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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房屋所有权人

这里的房屋所有权人，数据自动加载填报过程中的监护人信息，填报人可以直接调用。

如果房屋所有权人信息还没有添加的（例如父母名下无房，用的是小孩祖父母/外祖父母房产填

报），点击“新增家庭成员”按钮进行人员新增（若有房屋共有人也需要添加，也是点击“新增家

庭成员”按钮，进行新增），添加房屋所有权人信息后，再在房屋所有权人姓名处进行调用。

若填报房产用的是小孩的兄弟姐妹的，则必须是未满 18 周岁且单独所有。

注：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房产证类型，可以打开【产权证号是什么？】处的图样来参照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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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房屋产权共有人

如果房屋产权是所有权人单独所有，勾选“是”即可。

如果不是单独所有，还存在共有人，勾选“否”，并勾选房屋产权共有人。（房屋产权共有情

况：只能是父母共有，祖父母共有，外祖父母共有。例如下图的所有权人是小孩的父亲，那房屋产

权共有人只能是小孩的母亲）

注：家庭成员中心的同一种关系不允许重复，证件号不允许重复。如果家庭成员信息填写错误，

请先在家庭中心进行删除后再重新添加。三类成员在成员中心无法删除：学生、监护人、已被房

产使用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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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房屋坐落

填写房屋坐落，请填报的房屋坐落与房产证上的一字不差，登记到几号楼几零几室（别墅除外，

别墅登记到几号楼即可）。

3.4.5.上传房屋产权证照片

户籍生房产信息填报最后一步，不管单独所有还是共有，都需要上传产权证照片。点击如图所

示的“上传产权证”按钮，在打开的页面上进行上传。

如果产权证上传错了，可以通过文件右侧“×”按钮（如下图所示），进行删除，删除后点击

“上传产权证”按钮，重新上传。确认无误后，进行保存，进入下一步的填报。



14

3.5.填报第三步：选择志愿

户籍生公办学校志愿，为了方便填报，系统根据您所填报房屋坐落自动推荐相应学区的公办学

校（如下图所示），若推荐合理，您可直接勾选该学校并进行确认。

若系统匹配出多个公办学校，请您根据实际居住地的学区，选择对应的公办学校。

若系统推荐不合理，您可以点击“取消”按钮，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学区内的公办学校。

户籍生的公办学校和第二阶段民办学校不能同时填报。

若不想填报某阶段志愿，请在对应的志愿栏选择“无”，并勾选“放弃”。

拟入读志愿学校全部选择好后，点击“保存，预览”按钮，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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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报名信息预览及提交

通过报名信息预览可以查看填写的所有信息。如果还需修改，请点击“修改”进行信息修改。

如果确认无误后，提交报名。

3.7.报名表打印

提交报名后，界面如下图所示，提交第二天可以查看系统自动初审的【户籍认定结果】、【房

产对接结果】。如果发现填报信息有误，家长自行点击【撤销提交】，修改好后再提交。

打印报名表的话，点击“当前进展”处的“打印报名表”按钮进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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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查看报名进展

4.1.户籍、房产自动对接结果

提交报名后第二天可以查看系统自动初审的户籍和房产认定结果，点击【户籍认定结果】、【房

产对接结果】打开后，例如如下图所示：

注：请家长务必注意填报时间。如果第一阶段民办校填报已截止，第一阶段志愿提交限制如下：

（1）在第一志愿填报截止时属于未提交的，第一志愿必须改成“无”，才能提交；

（2）在第一志愿填报截止时属于已提交的，而后家长再撤回的，第一志愿锁定不允许修改，家

长可以修改其余信息后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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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结果供参考，以学校最终审核结果为准。

4.2.审核状态查询

刚提交报名后，状态如下图所示：第一阶段民办校处于待录取状态、公办校处于待审核状态。

进展状态如下：

1) “待审核”：表示还没进行审核。

注：申报类型为“昆山户籍无房”的，看不到【房产对接结果】按钮，此种情况需现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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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审核通过”：表示已通过审核。

3）“需现场审核”：表示需要家长带齐材料到现场进行审核。

4) “审核不通过”：表示未通过审核。

4.3.录取结果查询

昆山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报名录取统一采用“网上报名、分阶段录取”的办法。拟录取顺序：第

一阶段民办学校→公办学校→第二阶段民办学校。先进行第一批次民办校录取，未被录取进入公办

校录取。未填报公办学校的，进入第二阶段民办校录取。

若被学校录取，则显示“拟录取+录取学校”；若未被学校录取则显示“未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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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意事项

1、删除该子女：表示取消该子女报名，并删除该子女已填报的信息。请家长谨慎操作。

2、撤销提交：户籍生未被学校录取前，都可以撤销提交，如果您的报名信息已经被审核通过，撤

销后所有认定结果将无效，需重新认定。请注意填报和录取的时间，填报时间截止后，无法再提交

报名。若信息没有填错的，不建议撤销提交。

3、关于监护人：监护人一和监护人二没有先后之分，填报好后不建议再更换监护人一和监护人二

的顺序和关系。若更改需先“解绑”后再填报。

4、关于房产对接结果：系统自动对接结果供参考，若自动对接不通过的，请核对填报信息是否有

误，若填报无误，请以现场审核结果为准。

6. 常见问题

以下是部分家长在历年招生入学网上填报中，反馈的一些常见问题，总结如下，仅供参考。

问 1：怎么判断是否报名成功？

答：拥有报名号，并且登陆后的界面如下图所示：能看到“当前进展”，“户籍认定结果”，“房

产对接结果”，“撤销提交”和“删除该子女”按钮说明已经填报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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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2：家长填报错误了，误将户籍生填报成新市民，怎么办？

答：在正常填报时间内，从原来的报名通道下“删除该子女”（已提交报名的，撤销提交后再删除），

然后从正确的通道重新报名填报。

问 3：家长登录系统添加完孩子信息后，未进行信息填报，再填报显示已注册，无法进行学生报名

怎么办？

答：这种情况一般是本次报名和第一次注册的时候不是使用的同一个手机号，要用注册的手机号或

报名号进行信息填报，不能对同一个孩子重复报名。

问 4：房屋产权证号怎么填写？我的不是 7 位数字。

答：填报人首先查看自家的房本信息，看是“房屋所有权证”还是“不动产权证”，产权证类型需

选择正确。如果无法判断可以点击“产权证号是什么？”处进入，查看样本进行对照，判断自己的

房产证类型。

如果是“不动产权证”，勾选“不动产权证”，填写年份和 7 位数字的产权证号。

如果是“房房屋所有权证”，在产权证类型处勾选“房屋所有权证”，并填写产权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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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5：已提交报名，发现信息填错，想修改怎么做？

答：由家长自行撤销提交，在填报时间内重新填报并提交。若第一阶段民办校已经截止填报，志愿

提交限制如下：

（1）在第一志愿填报截止时属于未提交的，第一志愿必须改成“无”，才能提交；

（2）在第一志愿填报截止时属于已提交的，而后家长再撤回的，第一志愿锁定不允许修改，家长可

以修改其余信息后再提交。

问 6：户口刚迁移，户籍生家长填报后，户籍自动对接不成功，怎么办？

答：方法 1：首先确认信息填写是否完全正确，若信息填写正确无误，请家长第二天“撤销提交”

后，重新保存下户籍人信息然后重新提交报名，这样操作会重新对接数据。

方法 2：待现场审核。

问 7：“房产对接结果”处查看，对接不上怎么办？

答：看下不通过的提示信息是什么，是“产权人与房屋产权证编号不符”还是“房屋产权证查无登

记信息”。

（1）如果是“产权人与房屋产权证编号不符”，请核对填报的①房屋产权类型②产权证号③房

屋所有权人姓名④房屋所有权人身份证号是否准确无误（姓名中间不能有空格），若确认填写不正

确，先从填报端“撤销提交”，修改正确后再提交。

（2）如果是“房屋产权证查无登记信息”，①请核对填报的房屋产权类型、产权证号，房屋所

有权人姓名、身份证号是否准确无误。②确认填报的房产类型是否符合招生入学的政策要求，是否

是住宅类房产。若确认填写不正确，先从填报端“撤销提交”并修改正确后再提交。如以上仍未能

解决，可拨打房产中心电话咨询告知。

问 8：我是户籍生，为什么我只有“户籍认定结果“，没有看到“房产对接结果”呢？

答：申请人请查看自己的申请类型，若户籍生填报类型是“昆山户籍无房“，”宅基地“，”房屋

被征收 “的，都不提供房产对接结果，需去现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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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9：家长忘记注册账号的密码了，怎么办？

答：如果不小心忘记密码或报名号，可以通过注册时填写的手机号码找回。即点击如图登录窗口下

方的【找回报名号和密码？】，填报完相关信息后，点击【找回报名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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