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中国厨都酒店用品展览会26日开幕

今年单独招生
滨职报名火爆

本报讯 滨州职业学院2014
年单独招生计划为1350人。今年
单独招生报名从3月初开始，截至
发稿时，网上报名人数已近2400
人，报名截止日期为4月7日，预计
报名人数还将有大幅提高。

自2010年11月滨州职业学院
被国家教育部、财政部确定为国家
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单位以来，尤其
是2013年以优秀成绩通过教育部、
财政部国家骨干高职院校验收以
后，滨州职业学院的知名度和社会
影响力越来越大，被广大考生及考
生家长广泛认可。 (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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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无棣鑫鑫加油站税务
登记证副本丢失，证号：
372324689486388，特此声
明。

挂 失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王泽
云) 由全国工商联厨具业商会、
中国酒店用品协会、山东陶瓷行
业协会主办，博兴县文化旅游新
闻出版局、兴福镇人民政府、山
东澳博厨具商城有限公司协办
的第二届中国厨都酒店用品展
览会将于4月26-28日在山东澳
博会展中心隆重开展，展会同期

举办中国厨都机床设备展。
此次展会布展面积达5万多

平方米，参展厂家共计500多家，
展品范围涉及酒店家具、酒店陶
瓷、酒店纺织、毛纺用品、清洁设
备、一次性用品、小家电、酒店服
装、厨房设备等，届时将有8家生
产陶瓷的企业参加此次展览会。
展会将于26日至30日同期举办

中国厨都机床设备及五金机电
设备展，届时将有适用厨房生产
厂家需求的大型剪板机、折弯
机、自动焊接机、发泡机、冲床及
五金机电设备展出。

为了欢迎广大市民到展会
上一睹展会风采，此次展会上除
酒店用品、商用厨房设备等专业
展品之外，将展出各种深受广大

市民喜爱的根雕、玉器、奇石、瓷
器、古玩字画、翡翠等。同时还有
博兴当地传统工艺柳编、草编、
老粗布鞋、布老虎等展区。

组委会还将组织各种活动
穿插于展会期间：26日将在A馆
有免费鸡尾酒表演及免费品尝
活动，26日开幕式活动结束之后
10点钟开始进行大型抽奖活动，

凡是到场的每一位嘉宾都有机
会参与抽奖活动。且凡是提前预
约到场的经销商、星级酒店采购
员以及行业协会单位人员等，均
可享26日中午11点至12点半的
特色午餐。

五一前去哪儿，山东澳博会
展中心游乐去！电话：0 5 4 3 -
2886666

八中一期工程、六中一期扩建项目、二中初中部一期工程顺利进行

三三校校建建设设项项目目九九月月交交付付使使用用

本报4月14日讯(通讯员 王
鹏里 记者 代敏) 12日7时，
滨州行知中学举行了为期两天
的“65公里远足拉练”活动，学校
高一、高二年级组1500多名师生
参加了本次活动。活动意在磨练
学生意志，培养学生自强不息、
顽强拼搏、吃苦耐劳、永不服输、
勇于进取的精神品质。

活动实施前学校做了大量
的准备工作。学校在安全、后勤、
医疗等方面各自成立了具体负
责小组，保障活动的顺利进行。
在行进路线的实施上学校考察
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确保了学生
的整个行程路线的安全。

据了解，好多班级内的学
习小组为本次活动精心准备了
团队文化衫，文化衫上印有小

组口号，还有的小组为本次实
践课程制定了队歌，准备了很
多有趣的故事等，甚至学生们
在出发前讨论并演练了多种突
发状况的应急措施。学生们的
这些准备完全是各自班级和小
组自主组织，这不仅体现了学
校自主管理的特色，更显示出
了行知中学学生们的组织能力
和团队意识。

“我从教近30年了，个人从
来没有尝试过65公里这么远的
徒步拉练，更没有和学生们一起
参加如此挑战性的拉练活动，学
校给我们老师这样一个机会去
和学生们一起挑战自己，打造班
级互相激励、相亲相爱的家庭式
亲情关系，我觉得这将是我和学
生们人生中重要的一课。我相信

我们的学生们能很好的完成这
门课程。”高二一班班主任高振
老师满怀信心地说。

从12日上午7点准时出发
的师生队伍，到下午6点准时回
到学校，13日的师生交流更让

师生们回味、总结、反思。学生
们虽然辛苦，但是他们在路途
中经历了意志的考验、同学和
老师的鼓励，作为一次深刻的
体验课程成长了学生们的心
灵、锻炼了体魄。

11550000多多名名师师生生6655公公里里远远足足拉拉练练
滨州行知中学无论老师和学生都磨练了意志，锻炼了体魄

二中初中部九月招生规模为3000人

滨城区第二中学初中部
项目总建筑面积为41111 . 34
㎡，总投资3600万元(约0 . 36
亿元)，其中一期工程总建筑
面积为13911 . 34㎡，主要包括
二号教学楼6951 . 14㎡和三号
教学楼6 9 6 0 . 2 0㎡两栋。在
2014年2月份，该校二号教学
楼主体三层已经完成混凝土

浇注，三号楼主体三层顶子、
粱模板完成，钢筋绑定和柱子
支模板以及混凝土浇注也在2
月底完成，一期工程建设的两
栋教学楼现已封顶使用，在9
月份开始招生。

记者获悉，该校三个年级
要设计60个班，每个班50人，
约计3000人，每个年级招生规

模为1000人。地点位于渤海二
路以东，黄河十五路以南，滨
城区第二中学的院内。预计的
二期工程主要包括一号教学
楼7700㎡、一号公寓楼5500
㎡、二号公寓楼6000㎡、实验
楼6000㎡、报告厅2000㎡共计
27200㎡。

近日，记者获悉，经滨州市人
民政府批准，滨州实验中学成立，
并于今年年秋季开始招生办学。

据了解，滨州实验中学与山
东省实验中学合作办学，引进其
先进的育人管理模式，由省实验
中学定期向滨州实验中学派出各
层面管理人员，接收滨州实验中
学安排的干部挂职、教师顶岗培
训工作，实现两校教研同向、教学
同步、资源同享。

新校建设选址在滨州市长江
五路、长江六路之间，渤海二十一
路以东，学校设计规模36个教学
班，占地面积120亩，校舍面积3 . 7

万平方米，学校建设概算投资1亿
元。2014年开工建设，2015年9月交
付使用。2014年依托省级规范化学
校滨州经济开发区第一中学校舍
办学，学校多媒体教室、综合实验
室、塑胶运动场、餐厅楼、公寓楼
等一应俱全，能很好地满足教育
教学工作需求。

目前，该校面向滨城区、开发
区、高新区及市直初中学校招收
学生，计划高中一年级共招收四
个班，约计200人。

滨州实验中学
今秋招生200人

近日，记者从滨城区教育局了解到，滨城区第六中学扩建项目，新建滨城区第八中
学项目，滨城区第二中学初中部项目的工程建设正按预期的规划如火如荼地进行。据了
解，三校各自的工期项目都能在九月份如期完成并开始招生。

文/片 本报记者 谭正正

六中小学、幼儿园共设计96个班级

滨城区第六中学扩建项
目的规划总用地为9 . 48公顷，
可规划用地7 . 06公顷。位于黄
河十一路以南、渤海十一路以
西，六中的北面。总建筑面积
为40105 . 23㎡，其中一期工程
的小学教学楼建筑面积15443
㎡，预计设计72个班，每班45

人，共计3240人。幼儿园建筑
面积11020 . 23㎡，计划设计24
个班，每班容纳30人，共计720
人。综合教学楼建筑面积7702
㎡，风雨操场建筑面积5520
㎡，公共卫生间及体育器材室
420㎡。据了解，该项目合计总
投资为14311 . 5万元。

在今年2月底，小学教学
楼、幼儿园楼、综合教学楼和
风雨操场二层结构已经砌体
施工，同时风雨操场网架工程
也在施工。目前，该项目的一
期工程主体已经完工，正在进
行内外装饰和道路管网的施
工，9月份完全能够投入使用。

新八中将按划片招生原则招收小学生

据介绍，滨城区第八中学将
建成为一所集幼儿园、小学、初
中为一体的现代化学校，地址位
于城区西南部，长江二路和阳光
东路交叉口东北角、武警支队南
邻，规划总用地190 . 50亩，总建

筑面积47771 . 42㎡(不含学生教
师公寓楼约50000㎡，占地约36
亩)，总投资15770万元。

新八中的一期工程(2013年
先期建设)为初中部教学楼为
14414 . 29㎡，主体(初中部教学

楼)二层和三层B区在2月已经全
部完成，现在正在进行内外装饰
和道路管网的施工，9月1日投入
使用并且按照就近入学、划片招
生的原则招收小学生。

新校建设的基建负责人告

诉记者，基建管理的全体人员一
直严格管理、精心施工、倒排工
期、压茬进行、立体推进，发扬“5
+2”、“白加黑”的精神，抓质量、
抓安全、抓工期，确保三校的建
设项目在9月交付使用。

相关链接

滨城区第八中学规划图，正在进行的一
期工程为校门口右侧的楼房。

二中一期工程的2号和3号教学楼为图上
右上角的两栋。

规划图中直观的看到，六中扩建项目位
于六中的正北面。

外地车进北京
需办理通行证

本报4月14日讯(通讯员 盖
嵘嵘 记者 刘涛 ) 为改善首
都空气环境质量，有效降低机动
车污染物排放，经北京市政府同
意，自2014年4月11日起，对在北
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上行驶的部
分机动车采取交通管制，进六环
路以内外省机动车要办理进京通
行证。

对于外省、区、市核发号牌
(含临时号牌)的机动车，进入六
环路(不含)以内道路行驶的，须
办理进京通行证件。初次办理的，
须到北京市各进京检查站或者办
证处办理有效期为7天的进京通
行证件；有效期届满需要延期的，
可以到北京市交通支、大队办理1
次有效期为5天的进京通行证件。

初次办理进京通行证件时，
应当提交驾驶人的身份证明和有
效的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行驶
证；有效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凭证；有效的机动车安
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经北京市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认车辆符合
环保要求的凭证。

““6655公公里里长长足足拉拉练练””的的师师生生队队伍伍绵绵延延数数公公里里。。


	U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