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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简介

曲阜夫子学校是由九巨龙
房地产开发集团投资建设的一
所十二年一贯制寄宿制学校。
实行“民办公助”办学模式。学
校位于曲阜孔子大道以北、高
铁站以西800米处，按照省级规
范化学校的标准设计建造，占
地357亩，总建筑面积12 . 3万平
方米，总投资5 . 5亿元，涵盖小
学、初中、高中，共108个教学班。

现学校与国内外多家名校
合作，聘请国内外名师，由全国
百名优秀中学校长河北玉田一
中原校长赵仁义领衔组成精英
教学团队，走国学、国际化精品
教育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了六

个一流+两大办学优势。
软硬件设施一流、办学理

念一流、培养模式一流、课程设
置一流、教学成绩一流、师资配
置一流；升学保障优势，交通便
利优势。

二、招生计划

高一新生400人。

三、招生范围

济宁市城区、各县市区初
中毕业生，济南、泰安、枣庄、临
沂、德州、菏泽初中毕业生。

四、报名条件

考生须参加2018年各地市
中考。

五、报名方式

①济宁市(含各县市区)考
生，须参加济宁市教育局统一
组织的高中阶段招生志愿填
报，在4月下旬第一批次报考志
愿中填报“曲阜夫子学校”，学
校代码3708810016。

②济宁城区考生在规定时
间内携带相关证件到曲阜夫子
学校报名。

③山东省内济宁市外报
考我校考生，中考成绩发布
后可携带户口本、中考准考
证及成绩通知单 (必须有县
区招生办盖章 )到夫子学校
招生办进行现场确认报名并
参加面试。

六、报名时间
2018年4月1日—2018年8月10日

七、测试与录取
1 .报考高一的考生根据志

愿人数和中考成绩划定录取分
数线。上线考生携带：①户口本
原件，②户口本首页、索引页、
学生本人页(将以上3种件复印
到一张A4纸上)的复印件，③
中考准考证和成绩通知单到学
校现场交费录取。

2 .具体时间在学校网站和
学校微信公众号统一发布。

八、收费标准

高一：培养费22000元/学

年，住宿费2000元/学年。
高中教材费、教辅费、校

服、班车、被褥、保险等费用据
实收取。

九、联系方式

招生咨询电话：0 5 3 7 -
4566111 4566116

学 校 网 站 ：h t t p : / /
www.qufufuzi.com

学校地址：曲阜市高铁新
区仁居路

曲曲阜阜夫夫子子学学校校高高中中部部22001188年年招招生生简简章章

济宁成功放飞一只东方白鹳，并为它装上定位追踪器

戴戴上上GGPPSS，，回回家家路路上上有有它它护护佑佑

本报济宁4月25日讯(通讯
员 甄文英 记者 晋森)
济宁经开区强化贫困人口动
态管理，对已脱贫的贫困户加
强跟踪服务，坚持扶贫政策不
变、帮扶力度不减，坚决保证
脱贫质量。对返贫和因病、因
灾等原因致贫的应纳尽纳、应
扶尽扶。

疃里镇进士张村的张允
良患有婴儿瘫，自幼丧失劳
动能力。家有67岁母亲，患有
癌症。母子俩相依为命，只有
低保和区级生活补助，没有
其他经济来源。原本贫困的

家庭由于患病，使得生活更
加拮据。了解这一情况后，区
党工委管委会为他们家送去
了春风，医保精准扶贫政策
让他承担的医药费开销很
少，解决了他看病难的问题。

今年以来，济宁经开区
立足实际，提前谋划布局，拿
出硬招实招，发挥优势产业
带动作用，完善“公司+基地
+贫困户”的运营模式，把贫
困户纳入产业链，鼓励贫困
户通过创业、就业实现稳定
脱贫，坚决打好2018年精准
脱贫攻坚战。

城城际际公公交交执执行行夏夏令令时时

多多路路末末班班车车时时间间延延后后
本报济宁4月25日(记者

孔令茹 通讯员 闫敏 )
自4月26日起，济宁城际公

交执行夏季运行计划，各线
路的末班车时间均有延后。

从济宁北站、南站始发
的线路 (C601、C602、C603、
C605、C606、C607、C608、C617、
C618、C619)末班时间由18点
30分延长至19点，从各县区
发往济宁的末班车时间为18

点30分；微山C621A末班往返
时间为17点；泗水C620、梁山
C622、两城C621B末班往返时
间为18点。

此外，济宁至曲阜高铁
的B1、邹城至曲阜的C609、兖
州至邹城的C611、兖州至曲
阜的C612末班时间不变(18点
30分)；曲阜高铁站发往济宁
的B1线末班时间为2 2点5 0
分。

精精准准帮帮扶扶贫贫困困户户

打打好好脱脱贫贫攻攻坚坚战战

本报济宁4月25日讯(记者
李岩松) 25日，微山县林

业局与曲阜师范大学观鸟协
会一起，将之前联手救助的一
只 国 家 一 级 重 点 保 护 鸟
类——— 东方白鹳放归大自然。
与以往的放归行动不同，这次
他们为东方白鹳安装了卫星
跟踪器。这也是济宁市为野生
鸟类安装的首个卫星跟踪器。

“身体已经恢复好了，精
神状态也不错。”当日上午，
曲阜师范大学观鸟协会创始
人高晓冬为东方白鹳做了最
后一次检查，为它戴上了卫
星追踪器。卫星追踪器每隔
一小时就会发送一次实时位
置，对研究东方白鹳的习性，
更好地为它们提供保护有很
大帮助。

随后，东方白鹳被带到湿
地深处一片浅水区，高晓冬与
微山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一
起，将它放归自然。白鹳经过
几分钟的适应后，慢慢走向湿
地深处。“经过几次考察，这片
水域与它的生活习性比较相
符，预计它会在此短暂停留后
向北方繁殖地迁徙。”高晓冬
说。

这只东方白鹳是一个多
月前，被微山县开发区王庄
村村民王玉华在自家大棚旁
发现的。“听说村民救了一只
东方白鹳，我觉得很不可思
议，因为这种鸟太珍稀了，没

想到会出现在这里。”微山县
林业局副局长刘显保说，第
一次见到这只东方白鹳，就
明显看出它精神状态很差，
他和同事随即将白鹳送到湿
地公园中的孔雀园内精心照
顾，并准备了小鱼、贝类等白
鹳喜爱的食物喂养。他还联
系了曲阜师范大学观鸟协
会，让他们帮忙进行更专业
的检查和救护。经过检查，白
鹳身上并无明显的受伤部
位，休养了一个多月后，白鹳
日渐恢复活力，达到了放归
自然的条件。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鸟类，全世界现存仅有
3000多只，非常珍稀。”高晓冬
说，根据分析，这只东方白鹳
很可能是往北方繁殖地迁徙
的途中因体力不支落下的，没
有明显的伤痕。这次为白鹳安
装的卫星追踪器只有十几克
重，不会对它的生活产生影
响。这不仅有利于对它提供二
次救助，更可以提供大量的科
研数据，结合进一步研究，可
以清楚知道这些鸟类喜欢哪
种生活环境，为保护鸟类提出
科学合理的建议。

葛相关链接

东东方方白白鹳鹳为为濒濒危危物物种种

目目前前全全球球不不到到33000000只只

东 方 白 鹳 常 在 湿
地、塘边涉水觅食，主要
以 小 鱼 、蛙 、昆 虫 等 为
食。性宁静而机警，飞行
或步行时举止缓慢，休
息时常单足站立。3月份
开始繁殖，筑巢于高大
乔木或建筑物上，每窝
产卵3～5枚，白色，雌雄
轮流孵卵，孵化期约 3 0

天 。在 东 北 中 、北 部 繁
殖；越冬于长江下游及
以南地区。

该物种已被列入国
家林业局2000年8月1日发
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
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
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名录》。

本报记者 李岩松

准备放飞东方白鹳。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透透支支55万万元元后后逃逃匿匿

邹邹城城一一男男子子被被批批捕捕
本报济宁4月25日讯(见

习记者 唐首政 通讯员

许胜君 徐钦州 ) 日

前，邹城一名信用卡使用者

因恶意透支被检察院批捕。

2015年，王某的妻子因

投资不当亏损巨大，为了偿

还高额债务，王某分两次共

透支5万元，并找到信用卡

代还商家让其帮还信用卡。

之后王某不仅无力偿

还先前透支的信用本金，连

信用卡代还商家的手续费

都无力付清，于是更换手机

号逃匿。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

《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的规定，即持卡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

3个月没有归还”，就应认定

为“恶意透支”。

最终，王某以涉嫌信用

卡诈骗罪被邹城市检察院

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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