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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烟台高新区学区公布

33所所中中小小学学共共招招1188个个班班885500人人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李

楠楠) 近日，烟台高新区公布
2017年中小学招生管理办法，
全区中小学一共招18个班850
人。

其中初中招生班额50人，
实验中学初一招生8个班，共
400人；小学招生班额45人，实
验小学一年级招生5个班，共
225人；第三实验小学一年级招
生5个班，共225人。

实验中学面向高新区全区
范围招生。实验小学招生范围
为烟威高速公路以南，海澜路
以西，纬五路以南的区域。第三
实验小学招生范围为实验小学
招生范围外的区域。

学生报名时间为2017年6
月15日至6月30日。报到时间由
各校自定。

具有高新区户籍在区外就
读的小学毕业生，可带户口簿、
小学学籍证明、查体证明、儿童
预防接种证到实验中学报名。在
高新区各小学已建立学籍就读
的毕业生直接升入初中就读；具
有烟台高新区户籍，年满6周岁
的学龄儿童(时间截止到当年8
月31日)，均应登记入学。符合条
件的学龄儿童带户口簿、查体证
明、儿童预防接种证到户籍所在
地划片学校小学报名。

不具有高新区户籍的学龄
儿童(学生)，但符合下列情况之
一者，可持相关证明入学。父母
等第一法定监护人在高新区购
买具有政府合法审批手续并由
具有资质开发商开发的商品住
宅，学龄儿童(学生)户口随法定
监护人，且在高新区居住的学

龄儿童(学生)带房产证(或购房
合同、购房发票以及烟台市房
产交易中心打印的《商品房买
卖合同》登记备案回执)、户口
簿、查体证明、儿童预防接种证
到划定招生区域的学校报名。

父母双方有一方属于市、区
两级引进的高级人才；父母双方
有一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高
新区驻区高校、科研等单位工作
的在编工作人员子女。凭户口
簿、儿童预防接种证、查体证明、
所在单位出具的工作证明及最
近一个月的工资发放证明到划
定招生区域的学校报名。

在高新区经商办企业，截
止到招生当年6月30日，在高新
区注资50万元以上成立公司并
年缴税5万元以上的投资人子
女。凭户口簿、儿童预防接种

证、查体证明、工商营业执照、
缴税证明到单位划定招生区域
的学校报名。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要求
具备以下条件：截止到招生当
年6月30日,夫妻双方或一方在
高新区有稳定工作,与用人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劳
动保险一年以上且保证每年连
续缴纳劳动保险的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凭户口簿、儿童预防接
种证、居住证、查体证明、父母
双方(或一方)在高新区劳动保
障部门办理的最近一年的社会
劳动保险缴费证明、社会劳动
保障部门认可的劳动合同到单
位划定招生区域的学校报名。
按照以上顺次招收入学，招生
区域学校招生额满后，由区社
会事务局统一调剂到尚有接受

能力的学校。
学生学籍实施电子化管

理。学校根据报名条件，对入学
学生材料进行初审后，将符合
入学条件的学生资料汇总，由
校长签字、学校盖章后报区教
学研究室审核合格后，学校发
放入学通知书，为学生建立学
籍信息电子档案。

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各中小
学，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除收取
必要的代收费项目外，学校不
得向学生收取学杂费、借读费、
课本费等任何行政事业性收
费，不得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
资助学款。

招生咨询电话：高新区教
学研究室：6922272、实验中学：
3942260、实验小学：3941155、
第三实验小学：3941596。

老老汉汉患患前前列列腺腺增增生生痛痛苦苦不不堪堪
老老伴伴求求助助““新新安安22微微米米””除除顽顽疾疾

“他每天晚上要起夜7、8次，整
宿整宿睡不好觉，身体也是一天不
如一天了……看着他遭罪，我心里
别提多着急了！不论怎么样一定要
帮他把病治好！”近日，正在等待做

“2微米”治疗的张大爷的老伴李阿
姨如释重：“通过‘2微米’可以治疗，
现在好了！”

据李阿姨介绍，老伴张大爷不
仅有前列腺增生，之前还曾经脑出
血，同时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和冠心
病等疾病。之前曾经带张大爷到几
家医院看过，由于年纪大，又同时患
有多项疾病，医生觉得手术风险太
大，建议进行保守治疗。但是，夜间
愈来愈严重的尿频尿急让张大爷苦
不堪言。家人四处寻找，多方打听，
终于听说了“新安2微米”微创不开
刀、无痛苦，即使年龄大、有其他疾
病的患者也能治疗。于是通过预约
电话：2996666，预约了新安男科医
院“2微米”诊疗团队的专家。

经检查，确诊张大爷患有的前
列腺增生已经发展到重度，严重压
迫尿道，甚至出现了肾积水的迹象。

“他这样的情况，能做‘2微米’手术
吗？大夫，请你一定要帮忙想想办
法，不能让他到老了还要遭这份
罪！”李阿姨担心新安男科医院像其
他医院那样拒绝给张大爷做手术。

“不用担心，老爷子完全可以
能进行‘2微米’手术！”新安男科医
院赵万友教授指出，尽管患者年龄
较大，而且由于久病身体条件很
差，加上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和冠
心病等疾病，采用传统手术风险比
较大，但“2微米”微创不开刀、无痛
苦最适合这种高龄并伴有其他疾
病的患者。这是因为“新安2微米”
采用一根直径0 . 3毫米的光纤，在
膀胱尿道镜直视下通过患者的尿
道到达增生前列腺处，波长仅为2
微米的激光快速汽化切除增生组
织，对周围正常的小腺管和软组织
都无伤害，术后5天左右就能出院，
而且无后遗症，而且手术由原北京
301泌尿外科主任曾祥福教授亲自
操作，安全可靠。

张大爷欣然地选择了“新安2微
米”。咨询电话：2996666。

烟烟台台送送子子鸟鸟医医院院
本本地地名名医医，，让让您您放放心心

烟台送子鸟医院凭借医师协会优势
资源，特邀原烟台毓璜顶医院妇产科主
任王文卿，麻醉科主任李毅海，内科主任
李莉，放射科主任李卓信等名医专家联
合会诊，运用最先进的不孕不育及妇科
疾病新技术，带给港城女性一场史无前
例的健康盛宴。

王文卿是烟台毓璜顶医院妇产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烟台地区妇科、不孕
不育诊疗高级专家，中华医学会会员，
专业从事妇产科临床诊疗工作近60余
年，在当地护理、医学学校兼任带教工
作，上世纪60年代至今烟台的大批妇产
科、不孕不育、生殖保健、辅助生殖名医
都师从王文卿主任。王主任治愈了上万
例不孕不育的疑难患者，给无数家庭带
来和谐和希望。她对妇产科、不孕不育、
生殖保健、辅助生殖等各种常见疾病和
疑难杂症的诊疗积累了丰富的独特治
疗技术，现被聘为送子鸟医院特邀专家、
技术顾问、院长。

李毅海原烟台毓璜顶医院麻醉科主
任，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会员，山东省
麻醉学会委员，烟台市麻醉学会主任委
员。从事临床麻醉工作40余年，熟练掌握

各种疑难危重病人麻醉管理，尤其擅长
微创手术麻醉，对急、慢性疼痛诊治积累
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曾在国内各类专业杂志发表学术论文20
余篇，其中国家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
篇，获国家级科研奖励一项，参加市级科
研两项并获奖。现被聘为送子鸟医院特
邀专家、技术顾问、院长。

李莉，原毓璜顶医院内科主任，主
任医师，从业40余年，拥有扎实的理论
基础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对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内科常见的
慢性病诊治效果十分显著，同时 擅长
肺部感染、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
炎、消化系统等临床常见疾病的诊治。
工作期间，承担重大领导来烟台期间的
医疗保障工作。发表国家级省部论文近
20篇，获得过烟台科技进步二等奖。现
被聘为送子鸟医院特邀专家、技术顾
问。

烟台送子鸟医院秉承”本地的名医，
一流的技术”让你放心就诊，可通过
6666120电话咨询送子鸟妇科专家或到
院咨询：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39号(御
金台西侧)。

““的的哥哥””因因隔隔夜夜酒酒驾驾被被拘拘留留1155天天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考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柳
斌 通讯员 姜波) 天越来
越热了，晚上吃个烧烤喝点酒
很正常，但是喝多了，酒还没
消，第二天还开车上路就涉嫌
酒后驾驶了，令人担忧的是驾
驶员还是一名出租车司机。这
位驾驶员不仅要被罚款拘留，
而且连工作也丢了。

5月26日早晨8时48分许,
一辆牌号鲁Y开头的出租车沿
观海路行驶，因车辆未年审致
交通指挥系统报警，执法人员
很快在观海路迟家路口将其拦
停。

司机一下车，民警就闻到
了一股酒味，“你喝了多少啊，
这么大酒味？”民警询问道。“没
喝啊，就是头天晚上喝了点。”
驾驶员心虚地回答。

民警当场对其进行酒精呼
吸检测，检测结果是 6 5m g /
100ml，属于酒后驾驶。

出租车驾驶员吕某称，25
日23时许和三个朋友在一个烧
烤摊喝了一瓶半白兰地。自己
没想到头天晚上喝酒第二天还
能被查出酒驾来，以为睡几个
小时就没事了，吕某对自己酒

后驾车的行为表示很后悔。
据了解，由于吕某酒后驾

驶营运车，因此处罚比较严厉，
要接受罚款5000元，拘留15天，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考
驾驶证的处罚。

招远交警开展午夜行动

查查处处77辆辆超超载载110000%%大大货货车车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柳斌 通讯员 郝增侠 王
海艇 ) 为深入开展大货车
违法集中整治，进一步消除
安全隐患，确保道路交通安
全畅通，5月25日凌晨1点，招
远交警在提前研判的基础上
开展了集中行动，在金岭辖
区 路 段 查 处 了 七 辆 超 载
100%大货车。

自开展夏季严打整治亮
剑行动以来，招远交警大队
积极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查
处大型货车超载、擅自改型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但仍有部分
超载大货车利用民警休息时
间，通过安排车辆探路、监控
民警动向等方式，打时间差，
非法上路、超载运输。

近日，招远交警大队六
中队的民警在进行网上巡查
的过程中，发现有一批拉石

块的大货车，从辖区的水夏
线由北向南行驶，为了躲避
民警的检查，这部分车辆一
般是在晚上10点以后经过，
而且车辆三三两两相距甚
远，具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
针对此种情况，为了严厉打
击大型货车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交警大队六中队根据辖
区的实际情况，在前期摸排、
布控的基础上，认真制定方
案，科学部署警力，于5月24
日10点-25日凌晨1点对金岭
辖区及周边道路运输石材大
型车辆进行了专项治理，一
举查处超载100%以上、擅自
改型货车7辆。

七辆货车载物超过核定
载质量100%，按照法律规定
均被处以2000元罚款，擅自
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
有关技术数据，被处以500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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