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6月13日讯(记
者 张超) 13日，聊城市教
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哈宝泉
做客“12345”市长热线，就
小升初及高中招生相关政
策等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
接听来电，并回答记者提
问。

哈宝泉介绍，目前，聊
城市已出台《聊城市教育局
关于做好2018年义务教育
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聊教字〔2018〕51号)和《聊
城市教育局关于2018年高
中招生工作的意见》(聊教
字〔2018〕52号)两个招生文
件。

文件要求，义务教育所
有学校不得通过任何考试、
擅自附加条件选拔新生，确
保入学机会公平。公办学校
严格执行“划片招生、就近
入学”的原则，无条件接受
辖区内适龄儿童免试就学。
禁止义务教育学校招收择
校生。民办学校的招生工作
经所审批教育行政部门审
核批准后，由所在地县级教
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市、
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按
有关规定落实民办学校年

检制度，并按学校基本办学
条件严格审核其招生计划。
支持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
划的民办学校采取随机派
位的方式招收录取新生。

2018年全市高中招生
政策与去年基本不变，根据
上级要求略有调整。今年，
全市统一报名时间为5月10
日-15日，聊城市初中学业
考试综合管理平台报名，考
生可自主选择报考普通高
中，“3+4”高师、高职本科，
五年制高师专科，五年制高
职三二连读高职，中职教
育。凡具有本县(市、区)户口
的初中应届毕业生，均可报
考本县(市、区)范围内的普
通高中，考生报考普通高中
不得跨县(市、区)报名。

继续实行优质高中指
标生60%的分配办法，2018
年，全市高中招生仍然采取
指标分配的办法，在对初中
学校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
上，依据初中学校的毕业生
人数将高中学校招生计划
的60%，定向分配到各初中
学校。分配的计划生在不低
于普通高中招生学校录取
分数线50分的情况下予以

录取，低于50分取消计划。
今年参与指标生分配的城
区高中有聊城一中、聊城二
中、聊城三中、水城中学四
所学校。

2018年全市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时间仍为6月14日
-17日进行，考试科目、分值
与去年相同。6月14日为初
二地理、生物学校考试；6月
15-17日，为初三学业水平
考试。地理、生物2个科目在
初二、初三为学生提供两次
考试机会，以最高一次成绩
计入录取成绩。体育与健康

和理化生实验操作，继续实
行及格线制。初中综合素质
评价成绩按照聊城市教育
局《关于进一步修订初中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的意
见》(聊教字〔2016〕224号)规
定，2018年满分64分，按学
生实际成绩计入录取总成
绩。

今年，中小学暑假时间
具体安排为：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7日至8
月31日，9月1日开学。普通
高中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14
日至8月31日，9月1日开学。

聊聊城城初初中中学学业业水水平平考考试试今今起起开开考考
2018年全市高中招生仍然采取指标分配

聊城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哈宝泉做客“12345”市长热线。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规
范幼儿园一日活动的指导
意见》规定：幼儿园小班集
体教学活动每天不超过 1
次，中大班不超过2次。每次
活动时间为小班 1 5 - 2 0分
钟、中班20-25分钟，大班25
-30分钟；要确保幼儿每天
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 2小
时，其中体育活动不少于1

小时。
哈宝泉介绍，幼儿园不

是学校，幼儿教育不属义务
教育，幼儿入园应本着就近
方便的原则入园接受教育。
所以，不论孩子在哪所幼儿
园学习，将来上一年级时都
应回到孩子户口所在地入
小学就读，只要孩子户口属
于该校招生范围，该校应无

条件的接受孩子入校学习，
任何学校都不能拒收辖区
内的适龄儿童入学。聊城市
2015-2017年实施了第二期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三
年期间共建设 4 6 9所幼儿
园，幼儿教师的需求量很
大。

同时，国家教育部《幼
儿园工作规程》规定：幼儿

园不得以培养幼儿某种专
项技能为由，另外收取费
用。聊价费字﹝2016﹞4号
文件明确规定：各级各类幼
儿园要严格执行规定的收
费项目和标准，不得在保教
费外以特色教育为名开办
各类培训班向幼儿家长另
行收取费用。

本报记者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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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6月13日讯(记
者 谢晓丽 通讯员 杨
琳媛) 中国传统节日端午
节即将到来，三天小长假也
将迎来旅游小高峰。为了让
广大消费者度过一个安全
祥和的端午佳节，聊城工商
12315发布“端午节”消费警
示，提醒消费者注意。

一、选购食品要通过正
规渠道。消费者应通过正规
渠道选购粽子等节令食品，

并保存购物凭证；注意外包
装上的标识信息，如生产日
期、保质期、生产者名称和
地址、成分或配料表、食品
添加剂、QS标识等是否齐
全；查看真空包装是否漏气
涨袋、有没有变质；不要购
买无厂名、厂址、生产日期
和保质期的产品。

二、网购消费需谨慎。
今年端午节恰逢6·18电商
年中促销活动，消费者在享

受网购带来的便利时，要注
意选择正规的网购平台和
信誉度高的网店经营者，不
要因“低价”、“优惠”、“特
惠”等促销广告而冲动消
费。收到网购商品时要注意
验货，一旦发现问题商品，
注意保存消费凭证，及时联
系网店客服，要求退换货，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外出游玩记安全。
小长假有很多消费者会选

择短途自驾游，出行前应选
择正规的车辆维修点，进行
车辆全面检测，确保车况良
好；消费过程中，要理性消
费、按需消费，保留好相关
的消费凭证。

聊城工商12315提醒消
费者，出现消费纠纷时，请
及时拨打12315热线或登录
全 国 1 2 3 1 5 互 联 网 平 台
www. 12315 .cn进行投诉举
报。

端午节恰逢电商促销活动

聊聊城城发发布布““端端午午节节””消消费费警警示示

本报聊城 6月 1 3日讯
(记者 李军 ) 2018年俄
罗斯世界杯6月1 4日正式
拉开帷幕，32支国家队将在
绿茵场上角逐象征世界足
球最高荣誉奖的大力神杯。
为了迎接这场足球盛宴，中
国体育彩票准备了丰盛的
竞猜大餐，彩民朋友可以享
受“一边看比赛、一边猜比
赛”的快乐和激情，而山东
的彩民朋友更是格外的幸
运，山东体彩为彩民朋友准
备了丰富的回馈———“精彩
世界杯，竞彩送宝马”活动，
活动期间，只要购买竞彩游

戏单票金额满100元，就可
以参加抽奖，把宝马汽车开
回家、把联想笔记本电脑抱
回家！

本次的“精彩世界杯，
竞彩送宝马”活动与世界
杯几乎同步进行，2018年6
月14日-7月15日，凡在我
省体彩网点(含手机在线)
购买竞彩游戏单票金额满
100元，即可凭符合条件的
彩票参与抽奖活动。一等
奖是宝马320Li(时尚型)汽
车，每次抽取 1 辆，共计 5
辆 ；二 等 奖 是 联 想
Thinkpad(R480)笔记本电

脑，每天抽取 2 0 台，共计
640台。也就是说，世界杯
期间，周周送宝马、天天送
笔记本电脑，喜欢竞猜的
你，千万不要错过如此难
得的机会。抽奖活动共进
行5次，时间分别为6月18
日，6月25日，7月2日，7月9
日，7月16日，参与了的彩
民朋友届时记得关注抽奖
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有许
多彩民朋友喜欢通过“手
机在线”购买彩票，既方便
快捷又随时随地参与本次
的世界杯竞猜活动，以“手

机在线”方式购买竞彩的，
同 样 有 机 会 参 与 抽 奖 活
动。纸质的彩票以彩票票
面终端号和出票时间为抽
奖依据，“手机在线”电子
彩票以用户投注账号和出
票时间为抽奖依据。每张
彩票只有一次中奖机会。

世世界界杯杯买买竞竞彩彩送送宝宝马马汽汽车车、、笔笔记记本本电电脑脑

体彩“手机在线”

本报聊城6月13日讯(记者 谢
晓丽) 13日，聊城市气象局发布中
考气象预报，预计中考期间全市气
温偏高，考生注意防暑降温。

预计中考期间(14日至17日)全
市无明显降水天气，14日白天到16
日以晴到多云为主，17日多云转阴，
15日最高气温36℃左右，其余时段
日最高温在33℃左右，请注意防暑
降温。

具体预报如下：13日夜间阴局部
有雷阵雨，14日白天多云，北风3～4级
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8～9级，18
(阳谷、莘县19，茌平17)～32(临清、高
唐、茌平31)℃，降水概率30%；15日：晴
间多云，南风2～3级，20～36℃；16日：
晴转多云，南风3～4级，24～33℃。

中考期间气温偏高

考生注意防暑降温

本报聊城6月13日讯(记者 凌
文秀)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
聊城撤地建市20周年，6月12日开始
至11月中旬每周二晚7点半，聊城影
剧院集中播放红色纪念电影，市民、
农民工均可免费领票观看。

据介绍，本时段红色电影展映
活动，以党史党建、歌颂改革开放为
主题，将上映《厉害了！我的国》、《十
八洞村》、《一个不能少》、《吴仁宝》、

《郭明义》等数十部关于歌颂改革开
放的影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日、建
军纪念日、国家公祭日、抗日战争胜
利纪念日等特殊纪念日，在聊城影
剧院集中播放红色纪念电影。法定
节假日视情况增加场次，聊城城区
居民和在聊农民工可到影剧院免费
领票观影，具体以聊城影剧院电子
条幅预告为准。

据悉，红色电影展映旨在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广大群众
铭记党的丰功伟绩和改革开放的丰
硕成果，激发群众的爱国爱党情怀。

12日起至11月中旬

每周二晚市民可
免费看红色电影

挂失声明
王梓怡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编号M370938318，性别：女，出生日

期2013年6月13日，接生机构：聊城市

东 昌 府 区 妇 幼 保 健 院 。父 亲 王 鹏
3 7 1 5 2 1 1 9 9 0 0 1 0 7 7 2 3 2，母亲薛欣欣
371521199005186188特此声明！

B03城事2018年6月14日 星期四

编辑：李璇 组版：郑文

本报聊城6月13日讯(记者 张
超 ) 近日，记者从市农机部门获
悉，截至6月10日，全市小麦机收607
万亩，全市小麦全部收割完毕，夏粮
收获顺利结束。三夏期间，上阵小麦
联合收割机1 . 8万台，各类农业机械
20余万台套，充分发挥了农业机械
主力军作用。

三夏期间，农机部门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市政府协调成立了三夏
农机化生产协调工作领导小组 ;全
力搞好保障服务，在重要路口成立
跨区作业接待站36个，组组技术服
务队14支，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机具
3200余台;全力搞好机具调度，针对
气象部门发布8日晚将有强降雨的
讯息，全力引导本地联合收割机和
跨区作业机械向北部县市区集中，
尤其是充分发挥全市620多个农机
专业合作社的主力军作用，最大限
度发挥收割机械的工作效率，保持
人歇机不歇，保障小麦抢收工作有
序快速推进。目前，全市小麦机收任
务顺利完成，实现夏粮颗粒归仓。

全市小麦机收结束

实现夏粮颗粒归仓


	L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