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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中多处程序违规

!西安教育部门因考生户籍"学籍在

西安不满
!

年#取消考生的考试资格#应

属于行政处罚范畴$ %常伯阳认为#!行政

处罚需要完成其应有的程序$ 但西安教

育部门连最基本的提前通知都没有接

到#家长们接到通知#即使当即把户口迁

回时间都不够#也没有给予家长们申诉&

听证的机会$ %

规章打架!不应让孩子埋单

西安市灞桥区及西安市的规定指出'

!跟随父亲或母亲户口迁入我市& 军转安

置& 工作调动等正常落户者不受户籍&学

籍年限限制$%而陕西省的规定则是'!考生

本人跟随父亲(母亲)因军转安置&工作调

动等正常落户者不受户籍& 学籍年限限

制$%后者的表述中#比前者少了一条!跟随

父亲或母亲户口迁入我市%$

曲女士认为#区&市与省级的规章打

架#为什么要由孩子们来埋单*

河南振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宋振强提

出#教育部门取消
"#

名考生在陕高考报

名资格#理由是!户籍迁移非正常%+ 但户

籍迁移是否正常#只能由公安机关认定#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去认定公民户籍迁移

是否正常#属于超越职权+ !政策存在差

异和漏洞#政府部门应该不断弥补#公民

没有审查各级政府规定是否一致的义

务+ %

应出台全国性的法规和规章

讨论会上# 省社科院的祁雪瑞质疑

说#作为考生#他们已经是合法市民了#

为什么剥夺他们参加考试的权利* 他们

户籍在陕西# 教育部让他们回没有户口

的河南考试合理吗* 回来考试对他们公

平吗* 他们是不是又占用了河南的资源*

而一直关注公益官司的河南国基

律师事务所的任成宇提出疑问#陕西省

教育部门出台的!户籍满
!

年"学籍满
!

年%才有资格参加高考的政策是否具有

法律依据+ !你可以出台为,满
!

年-#也

可以出台更改说 ,满
$

年-",满
%

年-#

但省级教育部门是否有权力制定这样

的政策呢* 各地遏制高考移民#都是出

于维护教育资源公平的角度#但不能因

此而不按照法律要求来操作# 否则#反

而可能损害了学生们的正当权利+ 这也

凸显了一个空白#一些政策的原则性和

概括性很强#具体实施中需要制定更为

细致和可操作性的规定#国务院和教育

部应本着依法行政和人性化的原则#尽

快针对高考移民问题出台全国性的法

规和规章 #统一认识 #避免教育政策各

自为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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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家长! 通过正规

途径将户口从河南迁到陕西西

安! 孩子们也都到西安不同学

校学习! 并依据相关手续通过

了西安市
"##$

年高考报名资

格审查" 但就在通过资格审查

后不久! 一纸通知打碎了这些

孩子的高考梦# 他们的高考资

格被所在区的教育部门取消

了!原因是他们涉嫌高考移民"

此时回河南再报名参加高考已

没了可能" 无奈之下!家长们将

当地教育部门起诉到了法院"

昨日上午! 在由北京益仁

平中心以及省慈善总会法律援

助办公室发起组织的反歧视公

益诉讼法律研讨会上! 来自省

内$北京的十几名法律专家!就

这起被称之为中国 %高考移民

诉讼第一案& 的事件进行了深

入探讨! 部分考生家长也参加

了会议"

原籍南阳的潘先生等人 #

#&&'

年
#

月底#在陕西省西安市

灞桥区某小区购买了一套商品

房#选择了在西安市定居+

#&&'

年
(

月
#$

日孩子户口也随着迁

移过来#在西安市读书上学+

#&&%

年
)#

月#潘先生等人的

子女按规定顺利完成高考报名等

一系列程序#并取得了准考证号+

不料#

#&&*

年
)

月底#他们却突然

获知孩子被取消了报名资格+

#+&*

年
#

月底#潘先生和众

多考生家长一样#收到了区招办

的书面通知#上面写道'依据陕

西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

好
#&&*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

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

,

陕招办

#++%#*

号
-

精神#在
.++*

年高考

报名资格审查中#查明你不符合

!在陕常住户口满三年%的规定#

现取消你
.++*

年高考报名资

格+ 而据潘先生了解#在西安市

和他的孩子有同样遭遇的&原籍

河南的考生一共有
).

名+

面对这样一纸通知#学生家

长们难以理解#他们称自己是按

照西安市 !在小城镇买房落户%

的政策合法迁入户籍的#报考也

符合西安市有关招生政策#考生

本已通过高考资格审查取得准

考证号#现在为何取消学生的高

考资格呢*

.++*

年
/

月
)*

日# 家长们

以
).

名考生的名义# 将西安市

招办&灞桥区招办和区教育局告

上了法庭+ 此案被称是中国!高

考移民诉讼第一案%+

$

月
)/

日# 西安市灞桥区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

$

月
.'

日#该法院一审判决家长败诉+

在今年高考前夕# 经教育部协

调 #

)+

名迁陕考生回到南阳参

加高考+

在今年我省近百万的高考考

生中#这
)+

名被教育部协调回南

阳参加考试的迁陕考生# 看来和

其他考生没什么区别# 但有着不

同的感受+

和潘先生家有同样遭遇的

曲女士思路清晰 #语速很快 #但

说话的时候 #眼睛总是潮湿的 +

她说 #女儿在南阳时成绩很好 #

摸底考试在
'++

分以上也很正

常 #老师们都说 #她一定能考上

重点学校+ 之前#孩子从来不过

问户口和学籍的事情 # 只是埋

头认真备考 + 但当曲女士接到

她的孩子不能在西安参加高考

的通知时 # 孩子的思想有了变

化+

!此后#孩子经常问我#事情

怎么样了#我到底在哪里考试*我

还能不能考试了*%曲女士说#!我

不想让她想太多# 虽然事情十分

难办# 但我还是故作轻松地告诉

她说没事儿#你只管复习#你一定

能参加考试#但那时#我的心里并

没有底+我也知道#孩子并没有因

此而完全相信+ %

随后# 曲女士的担心逐渐变

成事实# 女儿的成绩渐渐不稳定

起来+在随后的摸底考试中#她的

成绩从
'++

多分# 变成了
$++

多

分&

/++

多分+ !最少的一次她只

考了
.++

多分#我问她怎么回事#

她说心情不好 # 很多题不想答

了+ %

虽然经过多方协调# 孩子也

参加了高考#但前两天估分#曲女

士说#孩子只估了不到
$++

分#只

可能上个!二本%+

其实#在这
)+

名孩子中#曲

女士的孩子还算是受影响最小

的+ 潘先生的孩子因为得知可能

无法参加高考#干脆不再去学校

复习+ 潘先生问起# 孩子便说'

!同学们都说我是 ,高考移民-#

我在学校没法待#反正考试都没

法考了#还去学校干吗* %问起潘

先生孩子的成绩#潘先生也只是

摇头+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任伯

阳律师说'!这些孩子# 不少因为

得知可能无法考试# 严重影响了

复习情绪#或者不上学#或者不复

习#据我了解#这次考试#孩子们

的表现都不理想+ %

一审中#西安市灞桥区法院

认为# 原告认为自己户籍随父母

迁入西安市灞桥区系正常迁转在

陕落户 #属陕招办
0#++%1#*

号通

知规定的!随父亲(母亲)因军转

安置& 工作调动等正常迁转在陕

落户者#不受户籍&学籍的年限限

制%规定中未列举的!等%的范畴#

原告的理由没有依据支持# 法院

亦不予支持+

原告代理律师常伯阳说'!法

院以原告情况不属于,等-的范畴

来拒绝孩子参加高考理由有些牵

强+法律条文上有,等-的规定#一

般而言# 只要是落户归属合法途

径的# 相关部门在执行规定时就

应该视为符合规定 + 我们坚持

,等-里包括我们#下一步#我们将

上诉+ %

曲女士此时需要考虑的#不

仅仅是如何应对随后的二审#她

此时也在忧虑# 孩子即使复读一

年#第二年孩子将在哪里考试+

!二审如果我们能赢当然就

不用说#一旦打输了#此时我们居

住西安的时间还不够
!

年# 难道

我们就要因此把户口迁回河南

吗*我们明明通过合法的渠道#正

常迁转到西安#但到了西安#孩子

却被剥夺了高考的权利# 孩子高

考的权利就是受教育的权利#今

年孩子高考被教育部协调到了南

阳# 那明年还需要教育部来协调

吗* 我们必须要牺牲合法的迁入

再回到河南才能换回孩子的高考

权利&受教育权利吗* %

%高考移民&案

!#++$

年
'

月
)$

日! 海南考生李

洋以
*(%

分夺得了高考状元!却因为"高

考移民#问题被取消了重点大学及本科

一批院校的报考资格$ 随后!李洋被香

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录取!并获颁发合计

!!

万港元的"状元奖学金%!此中包括
!

年的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

!#++'

年
!

月
#(

日! 原籍河南的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新生宋某因涉嫌

"高考移民%!在就读一个学期后!被清

华大学清退!取消了学籍$ 宋某在
#++$

年曾以青海省高考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进入清华大学$ 河南省招办负责人随后

表示!该考生已于
)+

年前将户口迁移至

青海!否认了其涉嫌移民的说法$

安报记者 李向华 实习生 刘峰杰

专家看法

事件回放
!

"#()*+

考生现状

考生声音

!#

名考生考得都不理想

潘先生毕业于陕西师范大

学# 加之很多朋友和同学都在西

安居住+ 在综合考量了西安市社

会经济发展前景&居住环境&生活

成本& 孩子教育环境等各方面因

素后# 潘先生选择了落户西安+

!但我们在维护权益的过程中#似

乎被扣上了,高考移民-的帽子+

这让我们十分愤怒+ %潘先生说#

!根据教育部文件# 高考移民为

!通过办理非正常户口迁移手续#

在分数线较低的省份获取报考资

格和较多的录取机会+ 我们之所

以迁居西安#作出的理性选择#是

为了给家庭& 个人创造更好的生

存和发展机会+ %

曲女士也说# 他们
)#

人中#

有
#++!

年就随父母迁居来的孩

子# 有因父母在西安做生意从小

就来西安生活的孩子+!据我们了

解# 今年被取消高考资格的孩子

中#也有不少孩子在去年&前年都

已经在西安参加了高考# 是因为

成绩不理想& 志愿没报对而复读

的+ 难道我们都是,高考移民-* %

潘先生说'!我们在单位总被

人指指点点# 孩子们也不好意思

回学校上课+ 我们就这样背负了

,高考移民-的罪名#名誉上受到

了损害#谁能还给我们名誉权* %

谁还给我们名誉权'

下一年!我们怎么办'

"

#

$

相关链接

!"

名考生被取消资格

%高考移民第一案&的原告((()+名原籍河南的考生经教育部协调回河南高考!估分
均不理想" 昨日!反歧视公益诉讼法律研讨会与会专家会诊此案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