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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城事

市市直直高高中中公公布布第第三三批批录录取取线线
三中四中不再补录，大光华自主招生分数线为640分

本报6月30日讯(见习记者
刘洁) 6月30日，威海市招生

考试办公室公布了市直高中第
三批录取分数线。除国际班外，
威海三中、四中招生计划已完
成，不再进行补录；大光华国际
学校自主招生260人，考生报考
资格分数线为640分。

今年威海中考录取工作分
三批进行，第一批为：威海一
中、二中正取生；威海一中、二
中择校生；威海一、二中音乐、
体育、美术特长生和二中科技

创新实验班；威海三中、四中正
取生(6月22日至24日报到)。第
二批为：一批次补录；威海三
中、四中择校生；威海三中、四
中音乐、体育、美术特长生(含
三中鲁美艺术实验班)(6月27
日至29日报到)。第三批为：第
二批次补录；大光华学校自主
招生。

今年市直高中第一批录取
线为：一中二中普通生录取分
数线为740分，择校生录取分数
线为730分，艺体特长生文化录

取分数线为680分；三中四中普
通生第一批录取分数线为690
分。第二批录取线为：三中四中
普通生第二批录取分数线为
688分，三中、四中择校生第一
批录取分数线为679分，特长生
录取分数线为629分。

此外，今年威海一中、二
中、四中“国际教育实验班”不
限定招生区域，学校自主组织
招生考试，自主录取，在学校自
主招生考试中已被提前录取的
学生不再参加普通高中学校录

取。威海二中“科技创新实验
班”和威海三中“鲁美艺术实验
班”的招生区域为威海市城区，
采取学校自主考试预录取和学
业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被
威海二中“科技创新实验班”预
录取的学生，初中学业考试成
绩达到学校择校生分数线以上
的可以录取为正取生，达到择
校生分数线以下20分以内的可
以录取为择校生。威海三中“鲁
美艺术实验班”参照美术特长
生录取办法执行。

帆帆船船运运动动进进校校园园77月月1144日日开开营营
新增俩学校，总数扩至18所学校

本报6月30日讯(见习记者
刘洁) 6月30日，记者从威海

体育局获悉，今年威海帆船运
动进校园活动将于7月14日开
始，231名中小学生将获参加活
动中的帆船帆板训练营资格。

自2011年起，威海启动了
帆船进校园活动，至今已累计

培训近600名帆船爱好者。今年
威海市帆船进校园活动新增威
海市半月湾小学、威海市孙家
疃小学两所学校，共18所学校
中小学生参加游泳培训课程。
游泳培训于4月份启动，至6月
下旬结束。培训教练毕雪冰、丁
赛飞介绍，目前，游泳测试已结

束，威海231名中小学生通过游
泳测试，获得帆船运动进校园
活动的训练资格，其中，216人
将参加帆船训练营，15人将参
加同期举行的帆板训练营。

据市体育局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今年威海帆船运动进校
园活动中的帆船帆板训练营，

将于7月14日开始，至8月1日结
束。帆船训练营分别在高区影
视城海域、经区九龙湾海域、孙
家疃葡萄滩海域、环翠区半月
湾海域四处基地同期开展，帆
板训练营设在环翠区半月湾海
域，目前，工作人员正组织教练
员的相关培训活动。

全省远洋渔企
近八成聚威海

本报6月30日讯(见习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王志勇) 记者从威海
市海洋与渔业局了解到，近日，威海
新增一家远洋渔业资格企业，至此，
威海农业部远洋渔业资格企业总数
达到23家，占全省总数的79%。

文登区鲲安水产有限责任公
司于近日获得农业部远洋渔业企
业资格认定，成为今年威海新增的
首家获得该资格认定的企业。在威
海，农业部远洋渔业资格企业总数
达到23家，分别占全省、全国总数
的79%和17%。专业远洋渔船规模
超过300艘，总功率超过22万千瓦。
作业范围覆盖了太平洋、大西洋、
印度洋公海和印尼、斯里兰卡、斐
济、利比里亚、毛里求斯等多个国
家的渔业管辖水域。今年1至5月
份，威海实施了西南大西洋鱿鱼
钓、中西太平洋金枪鱼延绳钓、印
尼拖网、斯里兰卡围网等12个专业
远洋渔业项目，实现产量9 . 2万吨、
产值12 . 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5%
和301%。

生生活活南南海海豪豪宅宅 坐坐拥拥金金滩滩最最美美的的海海岸岸线线
参加本报南海海景房团购，低价并可享额外优惠

想拥有富人奢华享受吗？想畅
游在那蔚蓝天际并享受幸福浪漫生
活吗？文登南海新区金滩旅游度假
区，拥有12公里海岸线，万亩松林和
4万亩工业园，并且医院、超市、大学
城、港口近在咫尺，为您提供真实的
想象空间。气势磅礴的海边豪宅，碧
海云居尚品、阳光海岸、江南城，为
您提供轻松放纵的空间。再加上广
阔无垠的大海，为您提供了近海的
专权享受，且徜徉万亩黑松林，尽享
天然氧吧，坐拥金滩最美的海岸线。
碧海云居尚品、阳光海岸、江南城，
让您享受不一样的轻松、浪漫生活。

碧海云居尚品，拥有天然氧吧
的花园洋房、岛居院落

碧海云居尚品位于金滩旅游度
假区中心位置，距海直线为1100米，

沿商业步行街步行几分钟即可到达
海边。小区周边是5分钟的生活圈，5
分钟到达医院、5分钟到达学校、5分
钟到达农贸市场、5分钟到达汽车
站，生活出行非常便捷。小区正对面
的万亩松林既是天然氧吧，又阻挡
来自海上的潮气，形成一个润而不
潮的小气候，同时黑松林释放大量
的负氧离子，对鼻咽炎、气喘、心脏
病、三高人群具有天然的理疗作用。

项目整体采用中式建筑风格，
楼宇外立面色泽亮丽、挺拔秀美，楼
宇之间按照点式错位布局。每个岛
屿都是封闭式卡式管理，加之每一
层的层层退台设计，形成了颇具规
模的花园洋房、岛居院落。

阳光海岸，居住、养生、度假休
闲福地

阳光海岸位于南海新区的金
滩，依山傍海，天蓝海碧，沙滩坡缓
滩平，沙质细软如黄金，是独一无二
的黄金海岸，富含负氧离子的海边
空气及其空气质量常年优于国家一
级标准，所以阳光海岸是理想的居
住、养生、度假休闲福地。

项目整体设计采用地中海的休
闲风格，她省略繁复的雕琢和装饰，
建筑线条简单且修边浑圆，给人感
觉格外返璞归真、与众不同又不失
尊贵大气。

社区拥有超大面积会所，为业
主提供休闲娱乐的健康会所，最大
限度提升小区生活品质。与此同时，
小区内配备了51处景观，包括花园
广场、老年健身广场、儿童娱乐场、
篮球场、门球场、地面停车位、亭、

台、喷泉水池、景观步道、绿茵长廊、
垂钓乐园、雕塑花园和植物花园等。

江南城，追求诗情画意的建筑
内涵

江南城位于南海新区的旅游度
假区中，离海岸线700多米, 既可以
享受到海景房美丽舒适的自然景观
资源，又避免了海风潮湿和腐蚀，是
最理想的居住地段，也是旅游度假
区的核心地段。项目采用中式江南
风格,具有高度的艺术造诣，注重营
造文化内涵，追求诗情画意的境界。
在景观上力求表现苏州园林“亭台
楼阁、小桥流水”的特色。

周边规划有大型购物超市、天
龙湖商业中心规划定位为大型购物
中心及餐饮娱乐等商业配套。项目
西面有金滩假日酒店，世威明珠岛

将配备高档娱乐休闲中心，项目南
面将建设五星级酒店。离我们最近
的小观镇车程只有几分钟之遥，菜
市场、家家悦购物超市、银行等生活
必不可少的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项
目自身拥有会所、商业街、幼儿园等
配套设施，生活娱乐非常便捷。

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
城市中奔忙的人越来越向往与大自
然紧密接触的品质生活。南海中的
碧海云居尚品、阳光海岸、江南城，
让您享受不一样的轻松、浪漫生活。
投资南海,享受的不仅仅是一个住
所,更是享受拥有近海的奢华生活。

南海新区精装修3200元起价，
参加本报团购可享额外优惠。
详情请咨询：18863155039 郭女士

(孙芳)

全国职校技能赛
威海夺两金八银

本报6月30日讯(见习记者 刘
洁) 记者从威海市教育局了解到，
在刚结束的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
(中职组)技能大赛中，威海16名选
手取得国赛参赛资格，并取得了2
枚金牌、8枚银牌、1枚铜牌的历史
最好成绩，实现了威海选手在国赛
中金牌零的突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一
项年度全国性职业教育学生竞赛
活动，是专业覆盖面最广、参赛选
手最多、社会影响最大、联合主办
部门最全的国家级职业院校技能
赛事。威海学校共16名优秀选手经
过山东省技能大赛协调组选拔赛
选拔，获得国赛资格，代表山东省
参加了模具制造技术、数控车加工
技术、数控综合加工技术、中餐、模
特表演、键盘乐器演奏、网络搭建
及应用、护理技能7个专业8个小项
的全国比赛。

此次国赛，威海工业技术学校
取得了1金8银1铜的优异成绩，摘
得数控综合加工技术金牌一枚，并
在模具制造技术、数控车加工技
术、模特表演、网络搭建及应用4赛
项中各共夺4枚银牌，中餐赛项中
夺4银1铜，威海卫生学校勇夺全国
中职组护理专业技能大赛1枚金
牌。

暑暑期期来来妇妇儿儿中中心心学学当当小小主主持持人人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许

君丽) 暑假来了，该咋度过呢？
来威海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吧，动动嘴动动腿，学当小主持
人，发现自己潜在的才华。

今年，威海市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推出暑期小主持人课
程，包括播音、主持、朗诵、表
演、形体五大板块，课程由郭英
雷老师教授。郭老师毕业于齐

齐哈尔大学教育传媒学院播音
主持专业，本科，普通话一级乙
等。2012年在地方电视台担任
过外景主持人、新闻记者及专
题栏目策划，从事播音主持教
学2年。课程时间分两种，暑期
班：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常
规班：周六、周天。课时费30元/
1 . 5小时(小班制)。感兴趣的孩
子们，可拨打0631—5200609；

5311609报名。
威海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隶属于威海市妇联，位于市文
化艺术中心一楼南部。中心低
收费开展各类儿童特长培训，
免费举办各类儿童校外教育主
题活动，对具有威海市辖户口
的低保家庭子女、二级以上重
度残疾人家庭子女、孤儿、残疾
儿童提供免费培训。

除了开设小主持人课程外，
该中心还开展了舞蹈、声乐、美
术、乒乓球等儿童特长培训课
程，感兴趣的孩子可报名参加。

报名地址：威海市文化艺
术中心一楼市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办公室。公交路线：乘坐1、
12、21、26、31、33、37、41、43、
53、101、116路公交车到戚家庄
(市文化艺术中心)下车。

客客车车年年检检

近日，威海市运管处客运
科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一辆客
车车厢内的安全设备、设施(灭
火器、安全手锤和三脚架等)。
截至6月28日，1400余辆客运车
辆全部完成审验。其中，市区
497辆客运车辆集中在威海交
运集团二公司院内审验。

本报见习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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