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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我省六个城市设国考考点
济南容纳考生数量有限，确认满额后将分流到其他考点

我省将认定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本报济南1 1月2日讯

(记者 徐洁 ) 11月2日，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
我省将在全省开展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认定工作。根
据我省有关政策，认定为
普惠性幼儿园的民办园可
享受一定的办园优惠。

省教育厅等部门发布
的《关于开展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认定工作的通知》
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
指面向大众，办园规范，收
费合理，财务公开，不以营
利为目的的民办幼儿园。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还
需主要面向中低收入家庭
服务，并按照当地教育部
门划定的服务范围招收适
龄儿童入园，班额符合规
定；在收费方面执行国家
和省有关政策，并按规定
进行收费公示；且无“小学
化”现象，无安全隐患。

本报济南11月2日讯(记
者 邢振宇 ) 报名参加
2013年“国考”的考生须开
始网上确认缴费了。2日，
记者从省人事考试中心获
悉，国考网上确认 1 1月 2
日—11月7日进行，今年山
东 考 区 共 设 六 个 考 点 城
市。由于今年山东考区通
过资格审查的人数增加较
多，济南容纳考生数量有

限，确认人数满额后只能
选择其他考试地点，请尽早
确认。

根据安排，中央机关及
其直属机构2013年度考试
录用公务员招考报名确认
于11月2日9：00至7日16：00
进行。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
人员登录所选考区考试机
构网站进行网上报名确认，
并于11月19日10：00至24日

12：00下载打印准考证。未
按期参加报名确认并缴费
者视为自动放弃考试。山东
考生可登录山东人事考试
信息网确认，网址为http：/
/www.rsks.sdrs.gov.cn。考
生还应选择居住地所在区
域，以便就近分配考点。

2日，省人事考试中心
公布公告，今年山东考区共
设置了济南、青岛、淄博、济

宁、烟台、泰安六个考点城
市。由于今年山东考区通过
资格审查的人数增加较多，
根据考场资源情况，济南市
所能容纳的最大考生数量
为38000人，报经国家有关
部门同意，选择济南的考生
超过38000人后，考生只能
从青岛、淄博、济宁、烟台、
泰安5个城市中选择考试地
点。拟在济南参加考试的考

生请尽早进行网上确认。
特殊部门的考生不实

行网上确认，请于11月3日
至6日(上午9：00-11：30，下
午13：30-16：00)，本人或委
托他人到山东省转业军官
培训中心七楼第六会议室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燕子
山路2号)办理确认手续，缴
纳考务费80元，过期不再办
理。

格“兖州市民卖车卖房买船游世界”追踪报道>>

翟峰一家争议中决定5日“起航”
他们将先到马来西亚适应船上生活，朋友中只有一人支持

本报济宁11月2日讯
(记者 岳茵茵) 卖房卖
车为买帆船，父亲辞职，女
儿休学，兖州一家三口要

“舟”游世界(本报10月9日
A13版曾报道)。事情经本
报报道后，翟峰一家成了
争议性人物。在众多反对
的声音中，他们仍没动摇。
翟峰以35万元的价格在马
来西亚兰卡威买了一艘二
手船，一家人决定5日从兖
州启程，开始“舟”游计划。

2日上午10点半，记
者在曲阜东站见到了翟
峰一家，他们从北京做完
节目回来。翟峰说，“舟”
游的消息一经披露，开始
频繁接受各类媒体的采
访 。“ 大 约 有 十 几 家 媒
体，提出的问题大都是孩
子怎么办？一家人回来后
怎么生活？”现实中，岳
父不让妻子进门，朋友中
只有一个支持者，愿意把
车暂借给他做代步工具。

1 0月，翟峰在马来
西亚的兰卡威，从一对荷
兰夫妇手中，以55000美
元(合人民币35万元)的
价格买了一艘蓝底钢质
帆船。这是一艘 1 9 8 7年
由比利时设计，荷兰生产
的船。“船上有一张双人
床和三张单人床还有沙
发，新换的木质地板，船
身刚刷完漆，电子设备很
齐全，这个价位还算不
错。”

5日，翟峰一家打算
“ 扬 帆 起 航 ”正 式 实 施
“舟”游计划。妻子宏岩
跟着翟峰走南闯北，更是
铁了心。她说：“人们需

要有勇气摆脱现实的束
缚，跳出固有的圈子和思
维，去寻求有新意的生
活。”8岁的女儿对未来
的航程充满憧憬。

翟峰说，一家人到兰
卡威后打算用一个月的
时间去适应船上的生活，
然后去泰国，再去印尼、
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
卡，还会去新加坡拜访微
博好友。明年三月下旬变
风向时返程，途经三亚、
永兴岛，6月份抵达日照
海岸。然后回兖州做短暂
休整，8月份去库页岛、
北海道。1 1月份打算去
澳大利亚、美国，这需要
一年或者多年的时间。

他说，他们一家三口
就要这样一直“舟”游下
去，直到有一天厌倦了这
种旅行方式，或者换种方
式继续走，或者找一座城
市以他们喜欢的方式生
活。

9名西藏患儿

来济免费“补心”

本报济南11月2日讯
(记者 郭静) 11月2日，9
名来自西藏的先心病患儿
抵达济南，他们将在省立
医院接受免费手术治疗。
据悉，这是首批赴鲁治疗
心脏病的西藏患儿，根据
全省援藏工作安排，山东
省将为百名西藏先心病患
儿免费治疗。

根据山东省援藏工作
安排，10月18日-27日，山
东省专家赴西藏日喀则地
区，就当地初筛的疑似先
天性心脏病儿童病例进行
确诊。从南木林县、聂拉木
县、白朗县的115例疑似患

儿中，发现9例可以实施介
入治疗。当地卫生行政部
门陪同患儿及监护人一行
21人于今年11月2日—7日
来山东接受治疗。

省立医院专家介绍，
根据患儿的病情，医院将
实施介入手术，“这种微创
手术，创伤小，见效快，不
留任何疤痕，有利于患儿
身体的恢复，”他说，另外，
医院将实施“一对一”护
理，并实施畅通诊治“绿色
通道”。根据治疗方案，明
天将进行抽血等体检项
目，4日上午开始实施手
术。

本报青岛 1 1月 2日讯
(记者 蓝娜娜) 2日，青岛
地铁举行2号线开工仪式，
这标志着山东省第二条地
铁建设正式开始。据悉，已
动工建设的地铁3号线预计
年底施工完成量达70%，明
年部分站点区间段开始铺
轨。

青岛地铁2号线一期工
程是连接青岛东部、西部及
北部的一条骨干线路，并将
青岛老城区、行政中心、商
业中心等一系列大的客流
集散点连接在一起。该线路
起自泰山路站，止于李村公
园站，全长25 . 2公里，共设
车站22座，均为地下站，其
中8座为换乘站。

青岛地铁2号线

开工建设

翟峰在他购买的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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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法援在线”

关注预付消费
本报济南 1 1月 2日讯

(记者 邢振宇) 健身卡、
美容卡、足疗卡、游乐场会
员卡……随着人们生活消
费方式的转变，预付式消费
越来越受到商家和消费者
的青睐，但是出现的问题也
越来越多。4日，本期“法援
在线”将重点关注预付卡消
费，邀请律师为您支招，保
障消费安全。

由于部分经营者缺少
守法及诚信意识，加之监管
缺位，导致预付式消费纠纷
事件屡屡出现，老板卷款

“走路”时有发生，被“卡”住
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多。众所
周知，预付款消费是先付款
再消费，时间跨度长，消费
者无法预料商家在经营中
的变故，一旦遇到商家欺诈
行为发生，消费者无法及时
挽回损失。本周日(11月4
日)上午9：30-11：30，新一
期“法援在线”将如期与您
相约。如果您或身边的朋友
家人有预付式消费方面的
问题需要咨询，欢迎随时@
齐鲁晚报，或给晚报官方微
博发私信，或拨打96706148
热线。本报腾讯微博http：/
/e.t.qq.com/qlwb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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