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7月12日讯(记
者 张超) 近日，备受市民
瞩目的城区“小升初”招录
工作启动，据了解，今年东
昌府区“小升初”计划招生
16482人，其中民办初中招
生计划221个班11050人，聊
城东昌完全中学、水城慧德
学校、文苑中学近日相继发
布声明，2018年招生将全部
采取随机派位方式进行，符
合报名条件的学生只能在
网上选取一所民办学校报
名，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
生，于7月17日，在片区内公
办学校进行第二次报名。

12日上午8时，在鲁西
公证处工作人员的见证下，
东昌中学总校区、东校区及
新校区三个校区启动随机
派位，由随机抽签抽出的学
生家长将三个校区的报名
学生编号依次抽出。现场工
作人员进行统计，并进行公

证。据了解，今年东昌中学
本部将招收800名学生，东
昌中学将学校自主招生的
40%部分采用学校跟公证处
在市教育局监督下完成随
机排位方式进行招录，随机
派位由学校和学生家长代
表共同参与，公证处工作人
员全程公证，家长代表从学
生家长中随机产生，教育主
管部门、纪律监察部门等共
同监督，随机派位时，实行
全程录像，确保公平公正。

18点30分，东昌中学第
一时间公布2018级新生录
取名单及缴费、报到须知，
根据《2018年聊城市义务教
育段民办学校招生办法》规
定，聊城东昌完全中学招生
计划的60%由市教育局组织
通过随机派位的方式产生。
其余40%的学校自主招生部
分，由公证处在市、区教育
局监督下通过随机派位完

成，1600名学生即将前往三
个校区，开启初中生活。

同时，一志愿报南校区
的学生按照通知要求网上
缴费、报到。报名东昌中学，
随机派位未被录取的学生，
于7月13日下午2：00开始，
持东昌中学报名证到东昌
中学南校区现场缴费录取，
额满为止；一志愿报度假区
分校的学生，于7月13日上
午8：00持报名证到东昌中
学度假区分校缴费录取，报
名东昌中学，随机派位未被
录取的学生，于7月13日下
午2：00开始，持东昌中学报
名证到东昌中学度假区分
校现场缴费录取，额满为
止。

已被录取的2018级新
生于7月13日—14日下午5
时完成网上缴费，逾期未
交，视为主动放弃。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教

育部、教育厅的相关规定、
确保每一个孩子公平受教
育权利，切实减轻学生课
业负担和经济负担，提高
人民群众满意度。经聊城
市教育局党组研究决定，
2018年，所有报名人数超
过招生计划的义务教育民
办学校，必须在属地县级
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组织
和领导下，采取随机派位
60%的方式进行招生，其余
40%由民办学校在不违反
上级招生政策的前提下自
主招生录取。聊城市直各民
办初中和东昌府区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
全面实行网上报名登记录
取的招生方式，符合报名条
件的学生只能在网上选取
一所民办学校报名，未被民
办学校录取的学生，于7月
1 7日，在片区内公办学校
进行第二次报名。

城区多所民办初中采取随机派位招生

东东昌昌中中学学三三校校区区录录取取名名单单出出炉炉

辗转陕西多地历经多日鏖战，行程逾5000里

莘莘县县警警方方抓抓获获1155年年命命案案逃逃犯犯
本报聊城 7月 1 2日讯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赵彤) 7月10日，莘县警方
经历数日的艰苦鏖战，在
陕西省辗转四区两县十六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走访
社区、村庄四十余个，行程
五千余里，最终在陕西省
丹凤县一山沟内将潜逃15
年 的 命 案 逃 犯 刘 建 某 擒
获。11日，莘县公安局民警
蒋涛、马长法、薛峰、马立
峰将刘建某押解回莘县，
至此，命案逃犯刘建某的
千里抓捕工作全战告捷。

2003年5月，王奉镇刘
建某与朋友一起聚餐时，
与刘春某酒后发生争执，
打架过程中，刘建某持刀
捅了刘春某数刀，刘春某
在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
死亡，刘建某逃之夭夭，再
无音信。案发后，莘县警方
全力开展侦破，民警在对
刘建某多次追捕无果后，
以涉嫌故意伤害致死罪将
其上网追逃，但刘建某却
如人间蒸发一般，消失无
踪。

多年来，公安机关从
未放弃对犯罪嫌疑人刘建
某的追捕工作。2014年中
秋节之际，王奉镇派出所

民 警 再 次 前 往 刘 建 某 家
中，正好发现刘建某在院
内，刘建某发现民警后，随
手拿起旁边干农活用的四
股叉，并在兜内掏出刀子挥
舞，防止民警靠近，刘建某
挥舞着刀子退向屋内反锁
住防盗门。民警破锁后，发
现屋内没人，窗户安装有防
盗窗，刘某怎么会凭空消失
呢，民警在屋内仔细搜寻
时，发现床底一块地板砖与
别处不同，撬开后发现有地
道通向外面，刘建某逃走令
民警懊悔不已。

办案民警多次寻找犯
罪嫌疑人的踪迹，但都无
果，今年6月底，莘县公安
局合成作战中心民警通过
大量的工作，获取了刘建
某在陕西省西安市的重大
线索，在获取线索后，莘县
公安局迅速抽调精兵强将
组成追捕组，部署对刘建
某的抓捕工作。

6月2 9日由所长蒋涛
为组长的四人追捕小组奔
赴西安市开展工作。在当
地警方的配合下，追捕民
警蒋涛、马长法、薛峰、马
立峰白天走访摸排、调取
监控卡口，晚上分析研判，
几天的时间民警跑遍了周

边的区县，综合分析后重
点锁定了商洛市商南县一
带，由于山路泥泞狭窄，道
路不通的地方民警便徒步
走访，在搜索几天没有任
何进展的情况下，蒋涛感
到压力特别大，他鼓励战
友坚定信心，重新调整思
路继续摸排。在行至商洛
市丹凤县时，民警在铁峪
铺派出所的配合下开展工
作，为了便于隐藏不暴露
身份，租用当地面包车，以
做生意为由在秦岭东山脉
一带摸排，最终在一个山
谷内锁定了刘建某的活动
范围。

7月10日下午，民警发
现了刘建某的身影，其驾
驶车辆在山路上行七八里
地时，民警成功将其抓获。
刘建某拒不承认自己的真
实身份，说自己名叫王某，
并持有王某身份证件，民
警对刘建某的面貌熟记于
心，用家乡话对其展开心
理攻势，刘建某这才承认
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交
代一直用同村王某的过期
身份证在外活动。

刘建某对当年故意伤
害造成刘春某死亡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刘建
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7月8日，响应保监会、
保险行业协会号召，聊城新
华保险八县市支公司全市
联动举行“7·8全国保险公
众宣传日”系列活动，本次
活动以“守护美好，从一份
保障开始”为主题。聊城新
华保险高度重视，各部门联
动，积极创新，在市县区开
展多场健步走，进驻中心区
域及社区展开宣传保险理
赔与服务知识。通过一系列
活动的开展提高了聊城消

费者的保险消费意识，增强
对保险业的了解与信任，强
化了聊城人民对新华保险
的品牌认知，展现新华保险

“守信用、担风险、重服务、
合规范”的核心价值理念。

当日上午，聊城新华保
险在东昌府、茌平、莘县等
八县市同时举行活动，组织
近400名从业人员进驻社区
开展保险常识与服务宣传，
覆盖公众人群2000余人，现
场发放了宣传单页《预防非

法集资手册》、《反洗钱知
识》、《商业健康保险呵护美
好生活》、《新华客服报》、

《新华保险理赔小知识》等
保险类报纸、单页，现场讲
解保险服务、保险理赔流程
等知识。公司还开展了持续
的健步走活动，从6月25日
至今天，全市全体员工积极
参与，为全国大活动捐赠里
程。广大消费者纷纷对聊城
新华保险的活动表示支持
和认可，认为能够提高自己

的保险消费意识，能够更好
地理解保险理赔与服务。

自新华保险进驻聊城
市场以来，一直坚持以强大
的实力和服务能力为聊城客
户提供全面、优质的风险保
障和理财服务。新华保险坚
持“以客户为中心”，不断完
善服务平台建设，为客户提
供便捷、温馨的服务体验，切
实让消费者感受到保险对生
活的重要影响，受到广大聊
城消费者的好评。 (李凤)

聊聊城城新新华华保保险险开开展展““77··88全全国国保保险险公公众众宣宣传传日日””系系列列活活动动

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莘县。

本报聊城7月12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刘坤 司丽云)
临清一名男子驾驶证被记扣21分，
仍不当回事，这回又触犯了道路交
通安全法规，交警只得请他回炉重
新参加驾考。

近日，临清交警大队大桥检查
站，查处了一起因驾驶证被暂扣期
间驾车的交通违法行为，民警询问
下，违法男子如实说明了驾驶证被
暂扣的原因。原来，上个月8日，该男
子喝了一点酒，本以为离家五分钟
的路程不会遇上交警，结果这个想
法没能如愿。这刚过去一个月，驾驶
证还在暂扣期间，该男子又抱着侥
幸心理驾车上路，再次被交警查处。
此前，该男子的驾驶证已被记扣21
分，这次交通违法，再被记扣6分，罚
款一千元。按照法律规定，驾驶证记
满24分就要参加科目一、科目三考
试。在交警的教育下，该男子认识到
了自己的错误，这回考回驾照，一定
遵章守法，再也不投机取巧了。

屡次交通违法
男子被扣27分

近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

院志愿者来到东昌府区某中医药店，学

习中医知识。在西医地位与日俱增的时

代，同学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继

承和发扬中华医药，传承弘扬中华传统

中医文化。

在中医药店内，同学们在医师的指

导下学会了辨别一些简单药物和一些

药理知识，最后与医师亲切合影留念。

志愿者表示，中医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

要的组成部分，需要有人继承和发扬，

而新时代的年轻人更需要意识到自己

肩上的责任。 (李明 周美芳)

品品中中医医之之韵韵

为培养小朋友的动手能力、提高创

造思维、树立环保意识，7月8日，聊城大

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志愿者于聊城

市阳光宝贝幼儿园开展了“巧手变废为

宝”活动。活动过程中，志愿者同小朋友

一起用废报纸、吸管、卡纸等DIY了一系

列手工制品，如手提包、折扇、花盆等。

活动结束后小朋友抱着自己的手工制

品爱不释手。本次活动的圆满举办不仅

提高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也树立了其

环保意识，受到了幼儿园老师及家长的

一致肯定。 (李明)

巧巧手手变变废废为为宝宝

挂失声明
高唐县大城广告传媒中心不慎将公

章、财务章及白亮元法人章丢失。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张復华不慎将聊城交运集团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续保押金单据丢失，

凭证号码：0012454，声明作废，因此产生的一

切经济纠纷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张智涵，女，出生时间2008年7月15日，

出生证明编号 I370948332，出生医院：聊城

市第二人民医院。父亲：张波，身份证号

371581198410041451，母亲：商艳秋，身份证

号371581198412104460，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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