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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身边

菏泽市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举行

百百余余所所高高校校云云集集，，万万余余人人挤挤爆爆现现场场

本报菏泽6月26日讯(通讯员
彭飞) 目前，各类学校临近暑

假假期，期间网吧人员流量增大，
加之夏季气温高，电脑、空调等大
功率电器使用频繁，用电量急剧
升高，火灾隐患也随之增多。近
日，牡丹区消防大队提前介入，组
织召开全区网吧管理会议。

会上，牡丹区消防大队消防监
督人员从消防法律法规、日常消防
安全管理、消防设施的使用维护、
火灾的预防和扑救、火场逃生知识
以及近年来国内几起典型的网吧
火灾事故案例等方面，就网吧消防
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了详细讲解。

会议要求，各场所要高度重
视消防安全工作，切实履行各项
消防安全职责，安排专人每两小
时进行一次防火巡查，对发现的
发现问题，要及时有效处理；严禁
私接乱拉电线，保证网吧用电负
荷；加大对员工消防安全的教育
和培训力度，提升消防安全“四个
能力”建设水平；确保消防疏散通
道和安全出口畅通，配齐配足各
种消防设施器材，并及时进行检
查和保养，确保完整好用。

暑假到了

网吧安全不可忽视

本报菏泽6月26日讯(记者
李德领) “填报平行志愿有

哪些注意事项？”“孩子考了657

分，报考你们学校能录取吗？”
26日上午，菏泽市2014年普通
高校招生咨询会在菏泽二中
举行，100余所高校招生负责人
现场支招，万余名考生、家长
现场“问招”，不少家长关注点
都在平行志愿填报和相应分
数能报考什么学校。

“多少分报考你们学校希
望比较大？”咨询会现场，山东
大学咨询点处围满了考生和
家长，在现场记者了解到，不
少家长和考生都表示，高考完

为成绩发愁，成绩出来后又开
始为填报志愿发愁，都希望能
有人指点一下，最好是心仪的
院校老师现场指点。

“孩子考了592分，仅高出
一本线20分，不知道选择什么
学校，害怕填报时出现失误，
再出现退档就麻烦了。”市民
王先生虽然对于孩子的分数
比较满意，但在填报志愿上发
了愁，记者看到，王先生手中
拿着的本子已密密麻麻地记
满了一页，手里还拿着厚厚一
叠宣传材料。

“孩子今年考得不理想，
也不愿意复读，就选个好的专

业。”家住巨野的李先生说，孩
子今年考了551，能上个二本，
先选个好的专业，等以后再考
研吧。

“刚与其他家长讲了一
遍，现在都有点口干舌燥了。”
在中国海洋大学咨询点，该学
校招生负责人无奈地说。记者
发现，现场不少家长和考生每
到一处咨询的第一句话多数
为“这个分数报你们学校能录
取吗”？对于这样的问题，高校
招生负责人只能一遍一遍地
解释。

“每年的招生录取情况不
同，但从每年的分数衡量院校

的录取线并不严谨。”在菏泽
学院咨询点，该学校招生负责
人说，考生可以根据自己在全
省的排名，根据位次再找到相
关学校历年在山东招生录取
的情况，这样相对比较严谨
些。但每年录取情况都不相
同，以往的招生情况只能作为
参考。

据菏泽市招办负责人介
绍，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合
理搭配平行志愿，填报过高或
者专业失误都可能造成退档。

“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最好按
照‘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
的原则填报。”

5月30日，上海宝山码头，近
3000位安利年轻营销人员乘坐亚
洲最大豪华游轮——— 海洋水手
号，启航“2014营销菁英海外进修
研讨会”之旅。这艘游轮上的全部
安利绩优营销菁英的年龄都在38

岁以下，6天行程体验韩国文化、
中韩日台港青英盛典，船上各种
会议、活动，因此这艘船被临时命
名为“青英号”。

在青英号上专门设有一个
“安利数字体验中心”，既可抢先
体验安利数码港APP，也可以用
安利云学堂APP体验个性化、订
阅化的学习过程。“这是为年轻人
建立了专属沟通平台。”相关人士
介绍，年轻化已成为安利未来一
个重要的发展策略，包括数字化的
发展方向也是为了更好培养新生
代的消费群体。“安利正在推进一
个加强数字化沟通的策略。即将正
式推出的安利数码港APP是一站
式个性化的门户类APP，有30多
个模块功能可随心定制，还可以
帮助安利的营销人员进行科学的
顾客管理。”

安利(中国)从2013年正式启动
“引领未来”年轻化发展战略，该战
略是安利全球的重要战略之一。

安利力推

年轻化战略

26日，菏泽市开发区国税

局纪检组长周宝军带领区局

志愿者，到丹阳办事处肖楼社

区参与社区文明共建活动，重

点巡查了肖楼社区及其周边

的环境卫生情况，并对该社区

部分居民发放《社区居民公

约 》和《 争 做 文 明 居 民 倡 议

书》。

本报记者 陈晨 通讯

员 李传银 摄影报道

开发区国税局：

参与社区文明

共建活动

据悉，东风Honda旗下主力
车型CIVIC(思域)即将于6月27日
正式改款上市，除了将新增2 . 4L

高动力车型外，还会同时推出
1 . 8L低配版本，为消费者提供更
多选择。而从2006年进入中国市
场以后，CIVIC(思域)已经逐渐成
长为中级车细分市场的明星座
驾，其出众的动力和操控性能，更
是赢得了数十万拥趸的青睐。

爱，不需要理由，就好像选择
CIVIC(思域)的人往往只是遵循
了内心的感受，或许是引动潮流
的设计感，或许是光彩琉璃的动
感线条，又或许是源自内心的运
动气质。但是如果你亲自体验了
这款车型的话，恐怕立刻就能寻
找到那一丝原始冲动——— 绵延不

绝的驱动力、精准灵动的操控力
和堪称经典的“全息座舱”，我们
追求的完美驾驭不正缺少这么一
款极品座驾吗？

CIVIC(思域)搭载的是一贯
享有盛誉的i-VTEC发动机，作为
本田最先进的发动机技术，i -
VTEC发动机可同时调整发动机
的气门开启时间和行程，在各种
驾驶条件下，都能够为车
辆提供强大的动力，进一
步提高动力输出，同时保
证良好的燃油经济性和环
保性能。1 . 8L车型引擎拥
有103千瓦(140马力)/6300

转每分的输出表现，扭矩
峰值可达到174牛?米/4300

转 每 分 。操 控 性 也 是

CIVIC(思域)提供完美驾驭的保
证，前麦弗逊独立悬架、后双横臂
式独立悬架，是既保证优秀的路
面反应、又能提供车内舒适感受
的绝妙组合。此外，全系车型升级
配备的EPS电子助力转向系统和
VSA主被动安全系统也在增添
驾驭乐趣的同时，提供了更加安
全的保障。 (贾北镇)

为自己点赞

CIVIC(思域)带你体验完美驾驭
爱在杰德
激情狂欢，放肆你的激情

6、7月份，正直世界杯赛事开赛
之时，杰德时尚派对现场将会有堪比
足球宝贝们的潮人靓女用她们窈窕
的身材、婀娜妩媚的舞姿瞬间点燃全
场的激情，届时尖叫、欢呼将会不绝
于耳。与之同时，还有惹火的模特为
大家呈现何为S+的事业线。

杰德时尚派对，以80后的喜好
为基准，打造专属80后的视觉盛宴。
这一切都归功于对80后深有了解的
杰德。80后不会为千篇一律的产品
买单，只有鲜活、个性、时尚，才是80

后的最爱。犀利的X型前脸、黑色蜂
窝状中网、凤眼LED前大灯、雅致车
尾造型，以及由高倾斜度的A柱和
凌厉的侧面腰线带来的流线型车身
线条，再配上极其个性的绿色，这一
切都只是杰德针对 8 0后的潜在需

求，做出的创新。
80后对车内的超大空间，具有不

可抵抗的喜爱，杰德独创4+α座版本，
采用V型滑轨座椅让第二排乘客能自
由调节乘坐空间，加上第三排座椅的
灵活变化，打造出随心而变的内部驾
乘空间。无论是和几位好友结伴出
行，还是家庭的出行踏青，亦或是享
受“二人世界”和“夜店狂欢”各种场
合，杰德自由多变的车内空间统统满
足您的需要。杰德让青春精彩具备了
无限可能！

即日起关注东风Honda的官方网
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了解活动详
情，报名可直接拨打当地特约店。喜
欢杰德的朋友，快去报名参加吧。时
刻以80后的需求为先的杰德，才是80

后梦想中的完美时尚座驾。(贾北镇)

本报菏泽6月26日讯(记者
陈晨) 26日，记者从菏泽市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获悉，
菏泽市第一批公租房申请家庭
44户开始公示，同时，2014年首
批经适房申请人76户开始公
示，申请公租房与经适房的市
民可去菏泽住宅与房地产信息
网进行查看。

据了解，本次经济适用房
房源为滨河新城小区。滨河新

城经适房小区位于菏泽牡丹路
西，万福河北，规划中的仓南路
以南，房源总套数2600多套，可
容纳8000多人居住。目前菏泽
市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对76户
经济适用房申请人进行公示，
经申请人本人书面申请，菏泽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会同
相关部门审查，对申请人有异
议，请于23日公示之日起15日
内向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进行举报。
此外，2014年菏泽市首批

公租房推出50套房源可供申
请，共有三个小区可供挑选，
分别是交通家园公租房项目：
位于永昌路以北、八一路以
南、武昌路以西，共计23套房
屋 ，每 套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约
6 8 . 5 4平方米。二是水岸嘉苑
公租房项目：位于华英路与康
庄路交叉口，共计9套房屋，每

套房屋建筑面积约37平方米。
三是龙田名郡公租房项目：位
于北城中学西，计划提供18套
公租房，每套房屋建筑面积约
50平方米。

据了解，目前44户公租房
申请家庭正在菏泽市住宅与
房地产信息网进行公示，申请
公租房与经适房的市民可去
网站查看，做好摇号与选房准
备。

今今年年首首批批经经适适房房申申请请人人公公示示啦啦
同时，菏泽第一批公租房申请家庭开始公示，50套房源可供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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