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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两学校今年停招新生
西部市区生源渐少，合江路小学将并入市北区实验小学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李珍梅) 27日，市北区中小
学招生政策出台。今年该区
合江路小学一年级停招，滨
海中学七年级停招；体育学
校调整为小初一体化学校，
六年级学生可直接升入初中
部，也可参加片区电脑派位。
外来娃报名时间为7月9日。

根据招生方案，今年市
北区一年级招生人数预计
4400人左右，初中计划招生
约4200人左右。公办小学报
名时间为7月7日—8日。全区
划分为A、B、C、D、E五个学
区片，小升初继续采取整体
划拨或电脑派位两种方式。
A、B、C、E四个学区片实行电
脑派位，D学区片实行整体
调拨。外来务工子女报名时
间为7月9日，报名地点为敦
化路小学、北仲路第一小学、

上海路小学。
据了解，青岛第二实验

初级中学与青岛65中作为同
一个招生区片(即市北E片)，
实行电脑派位方式录取新
生。招生范围为市北区浮山
新区有关小学和崂山区埠东
片 (埠东片范围为辽阳路以
南，银川路以北，海尔路以
西，市北区崂山区界以东)有
关小学。

与去年相比，今年较大
变化为，合江路小学一年级停
招，青岛滨海中学七年级停
招。记者从市北教体局获悉，
合江路小学停招新生是因为
全区布局调整的需要。据了
解，该校地处西部市区，是市
北区规模较小的学校之一，全
校共有12个班，在校生约300

人。因为规模太小，该校将在
今年合并到区实验小学。而滨

海中学停招，是因为该校每年
招生情况都不理想，办学效率
达不到一定要求，因此教体局
今年决定停招新生。至于学校
是否要撤校，教体局相关负责
人称还在研讨中。

今年，65中继续开展小
班化教学试点，格兰德小学
具有市北区学籍的毕业生可
根据学校所在区片的招生政
策入学。

另外，青岛市北区体育
学校调整为小初一体化学
校，今年成立初中部，教学管
理由青岛47中托管，面向全
区招收七年级学生。该校六
年级毕业生可直接升入初中
部，也可参加市北B片电脑派
位。今后新转入市北区体育
学校小学部的学生将直接升
入初中部，不再参加市北B片
电脑派位。

市北小升初分五片进行

A片区：上支、上海、陵
县、普集、合江、吉林、包头、
无棣四路、区实验、智荣、少
儿艺校11所小学通过电脑派
位至4中、28中。

B片区：广饶、寿光、延
二、上清、台湛、长阳小学电
脑派位至42中、47中。

C片区：敦化、顺兴、大
名、台六、新世纪、洮南、北
一、北二、南仲、芙蓉山、超
银，这几个学校的小学毕业
生可选择B片(42中、47中)中
的1所学校和C片内附中和43

中两所学校，根据个人意愿
的先后顺序依次填报志愿，

实行电脑派位。
E片区：山东路、辽源路、

东胜路小学整体调拨至中国
教育学会青岛实验学校。

D片区：福州路、桦川路、
宁安路、富源路、同安路、格
兰德小学电脑派位至65中和
二实验。

5万余人报考近两千事业编，卫生教育冷热两重天

医生岗遇冷 教师最吃香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李晓闻) 27

日是2012年青岛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网
上报名最后一天。截至报名最后一刻，全
市1905个职位报名人数达到了53646人。其
中小学教师最“抢手”，另外有84个职位无
人报考，集中在卫生系统。

截至27日16时，全市事业单位共报名
53646人，比去年多出近1万人。报名人数
过百的99个职位中，有41个为教育系统职
位，其中小学教师职位占了九成多。在报
名人数最多的前10个职位中，有3个是小
学教师职位，其中胶州市教育系统小学数
学教师招聘20人，报名314人；小学语文教
师招聘30人，报考313人，考录比均超过了
10：1。这两个职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
具有教师资格证、所学专业与报考专业相
同或相近、不限户籍，门槛相对较低。而其
他考录比较高的中小学教师职位大多要
求本科以上学历，具有当地户籍的学历要
求还可适当放宽，青岛市内四区生源师范
类毕业生可放宽至大专学历，该职位共有
216人报名，考录比达36：1。

同时，84个职位出现无人报考的情
况。与去年一样，今年遇冷的职位依然集
中在卫生系统，八成“零报名”的职位为卫
生系统所属单位的医师、检验、药剂、病理
等职位。这些职位一般要求学历在硕士甚
至博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且专业限制相
对严格，不少职位还要求有相应执业资
格、工作经验等等。虽然此前为吸引更多
优秀人才，青岛市卫生局一度放宽了对部
分硕士研究生岗位资格条件的限制，取
消了“专升本除外”和“非七年制硕士研
究生”等学历要求，然而从调整之后的卫
生系统招考计划表来看，卫生系统的招
考门槛依然不低。例如遭遇“零报名”的
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急诊科医师”职
位，要求心内科专业、统招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学历、具有三年以上持医师执业资
格证工作经历。

截至27日16时，网上报名已停止。网
上审核时间将持续至28日12：00，查询及
网上缴费时间将持续至28日16：00。已通
过审核的考生请尽快缴费。

汇添富30天理财

基金产品5月2日起发行

据了解，汇添富理财
3 0 天、6 0 天产品双双获
批，其中添富理财30天产
品将于 5月 2日起通过各
大银行、券商及汇添富基
金等渠道正式发行。添富
理财30天、60天产品在开
放申赎、投资标的等方面
有所不同，显现出在摒弃

传统产品导向而转向需
求导向的发展战略中，创
新差异化成为基金公司
产品研发的重要思路。添
富理财30天、60天产品有
明确的投资期限，契合了
投资者的需求，是基金业
首次有明确投资期限的
短期投资产品。

岛城建筑推广环保新技术
减少扬尘，能省一半原料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宋珊珊 ) 建筑工地过

去通常现场拌制砂浆，满
天扬尘不说，因为操作不
标准，还会造成大量原材
料浪费。27日，记者在胶南
观摩预拌砂浆新技术推介
会上了解到，使用预拌砂
浆不仅能大大减少扬尘，
还能降低材料消耗50%左
右。

随着天气回暖，建筑
施工高峰期也随之到来，
施工中产生的扬尘污染也
成为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
污染物。27日，记者从胶南
预拌砂浆技术推介会了解
到，预拌砂浆代替过去的
现场拌制砂浆，不仅能大
大减少扬尘，还能减少砂
浆损失，材料消耗降低
50%左右，达到节能降耗
的效果。

在推介会上，记者看

到，工地现场正在使用预
拌砂浆进行施工，相比过
去现场搅拌沙子、水泥，工
地现场显得更为干净整
洁。扬尘少了，施工环境也
得到大大改善。

据了解，现场拌制砂
浆存在着砂浆质量不稳
定、材料浪费大、砂浆品种
单一、污染环境等缺陷。

中铁建工青岛公司第
二管理部部长郭志远介
绍，预拌砂浆不仅能减少
扬尘，还能减少包装袋的
使用，“过去现场搅拌砂
浆，需要大量的袋装水泥
和沙子，一般建设1平方米
需要20袋左右，而改用预
拌砂浆后，就可以减少很
多包装袋的使用。”

此外，据介绍，使用预
拌砂浆，还可大大降低工
地噪音，更为绿色环保、优
质节能。

职称外语找枪手

28人两年禁考

本报4月27日讯 (记
者 李晓闻) 27日，青
岛市公布了 2 0 1 2年度
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
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
违纪违规人员名单。在
4月7日的考试中，青岛
考区共有57人违纪，其
中 2 8人因让他人冒名
顶替考试，被责令两年
内不得参加各类专业
技术人员资格考试。

今年的职称外语
考试中，青岛考区共有
57人违纪，比去年减少2

人。其中有28名违纪者
让他人冒名顶替参加
考试，16人被查出携带
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
考场未按规定放在指
定位置，5人抄袭、协助
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
者与考试内容相关资
料，3人利用通讯工具、
电子用品或者其他技
术手段接收、发送与考
试相关信息，2人违反规
定翻阅参考资料，1人被
查出代替他人参加考
试，1人在考试信号发出
前答卷，或者考试结束
信号发出后继续答卷 , 1

人伪造、涂改证件、证

明，或者以其他不正当
手段获取考试资格。根
据情节轻重，包括28人
在内的33名违纪者除当
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
被认作无效之外，被责
令两年内不得参加各
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
考试。其余24人当次全
部科目考试成绩被认
作无效。

据了解，在本次违
纪违规人员名单中，有
近 3 0人为政府机关或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
别供职于教育系统、卫
生系统、区市政府机关
及其他事业单位。还有
不少违纪违规人员供
职于青岛市大型国有
企业。

据悉，本次职称外
语考试举行之前，市考
试主管部门已通过多
种渠道宣传考试纪律，
提醒考生诚信应试。今
后将进一步加大《专业
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
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
的宣传力度，增强考生
诚信守法应试的自觉
性，维护人事考试公平
公正。

趣味运动会
玩飞盘、吹泡泡、跳皮筋、踢毽子……27日，一场主

打传统游戏的运动会在镇江路小学举行。这些传统游戏
具有浓厚的趣味性，如丢手绢，跳绳，可以边唱边玩；抓
沙包，可以使人手指更灵活；单人踢、双人踢、多人踢的
花样踢毽既富有情趣又可锻炼身心，深受学生喜爱。
本报记者 李珍梅 本报通讯员 胡繁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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