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学院附小学生以后要上区实验中学，众多家长不满；教育部门解释———

学校“搬新家”所以学区有调整

本报菏泽6月24日讯 (记者 李凤
仪) 24日下午，2013年山东省高考分数
揭晓，众考生、家长均加入查分大军。

今年参加高考的理科生小王经过
“千辛万苦”的多次电话和网页刷新，查
到考了648分，顿时红光满面起来。“这
次发挥的还不错，如果英语考试我再细
心一点估计分数更高。”小王说，接下来
就要好好考虑填报志愿的事情了。

“都还没到300分，看来今年不能上
一本了。”艺术生小陆查到分数后十分
沮丧，本来小陆专业上已经通过中央美
院、中国美院等几家知名高校的艺术要
求，但是看着自己的分数，小陆感到特
别郁闷。

而焦急的小王在知道将要出成绩
后，不知道刷新了多少次网页，也打了
好多次电话，均是系统忙碌中。“估计是
查询的太多了，真让人心焦啊。”小王表
示，自己晚上打算熬到凌晨查成绩，不
信查不出来。

在学生查询成绩的时候，家长们也
没闲着，“儿子的分数刚查出来我就打
了四五个电话。”小叶的妈妈宋女士表
示，先是打给小叶的班主任了解到班级
分数情况，然后打给同样有孩子参加高
考的和大家进行交流。

据介绍，高考分数可通过“山东省
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
台”查询，也可拨打电话16866进行查
询，查询需要输入准考证号及身份证号
的后4位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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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二 今日菏泽

本报菏泽6月24日讯(记者 李
凤仪) “今年咋就变了呢，还盼着
孩子能上二十一中呢。”24日，家住
西关的赵女士联合部分孩子家长向
记者倾诉，本来菏泽学院附属小学
可以直接“小升初”至牡丹区第二十
一中学，但是今年公布的学区划分
中，附小的学生被归为区实验中学
学区，让不少家长感到难以接受。

“上附小就是为了以后能上
二十一中，现在竟然全归到区实验

中学了，接送孩子有多不便啊。”
家住牡丹区南城办事处侯店的王
先生说，去年专门将孩子送进附
小读书，全家人很高兴。但根据新
方案要求，孩子小学毕业后，初中
阶段将在西城重庆路上的牡丹区
实验中学读书，离家有近30里。

根据以往，菏泽学院附小“小
升初”直接去牡丹区第二十一中
上学，而今年全部进入区实验中
学，这让部分家长很难接受。24日

一早，100余名家长来到菏泽市教
育局反映情况。

“我们是严格根据‘划片、就
近、免试’的原则进行学区划分
的。”牡丹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解释
道，因为2012年秋季菏泽学院附小
搬入到了新校区，距离牡丹区实
验中学更近，所以这次学区划分
有所调整。

根据2013年菏泽学区划分，菏
泽学院附小学区分为三个区域，

西至西大堤、东至西安路、南至曹
州路、北至华西路；西至西安路、
东至西环城河、南至东方红大街、
北至八一路；还有就是菏泽学院
教师子女。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都不
会让所有人满意，只能是根据最
合理的进行划分。”工作人员表
示，文件下来后一般是不会改动
的，只能在以后的时间里把一些
不够合理的地方进行调整。

今年，我市参加春、夏高
考的学生5 . 5万余人，为帮助
考生选择学校，帮助学校选择
考生，《菏泽日报》、《齐鲁晚报
今日菏泽》、《牡丹晚报》、菏泽
招生考试服务中心于6月26
日，在菏泽二中联合举办菏泽
市第九届普通高校招生咨询
会。届时，市招生办负责人将
就今年的高考政策、志愿填报
注意事项等接受咨询；省内外
高校招生负责人现场介绍本
校今年的招生计划、专业设
置、录取原则等，并回答考生
提问；招生及新闻部门将免费
发放填报志愿材料。

菏泽市高校招生咨询会
是为考生服务的社会公益性

活动，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向
考生及家长收费，欢迎考生和
家长参会咨询。截止目前，报
名参加咨询会的高校有：

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
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外
国语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山东科技大
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
大学、山东财经大学、青岛科
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鲁东
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烟台

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山东建
筑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聊城
大学、齐鲁工业大学、齐鲁师
范学院、山东女子学院、山东
理工大学、临沂大学、山东政
法学院、潍坊医学院、山东工
商学院、泰山医学院、滨州医
学院、山东交通学院、潍坊学
院、济宁医学院、山东青年政
治学院、泰山学院、青岛工学
院、滨州学院、枣庄学院、山东
大学土建与水利学院、哈尔滨
理工大学(荣城校区)、南昌理
工学院、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青岛滨海学院、青岛黄海学
院、德州学院、菏泽学院、山东
管理学院、山东农业工程学
院、山东万杰医学院、烟台南

山学院、青岛理工大学临沂学
院、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山东财经
大学东方学院、烟台大学文经
学院、烟台大学国际交流学
院、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曲阜师范大学杏坛学院、聊城
大学东昌学院、青岛远洋航员
学院、山东大学出国留学部、
青岛飞洋学院、威海职业学
院、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淄博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莱芜职业
技术学院、济南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济南护理职业学院、山东
旅游职业学院、山东凯文职业
技术学院、青岛职业技术学
院、泰山护理职业学院、烟台

职业学院、山东力明科技职业
学院、德州科技职业学院、山
东司法警官职业学、山东电子
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烟
台汽车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菏
泽医专、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青岛
港弯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经贸
职业学院、潍坊职业学院、青
岛恒星职业技术学院、山东职
业学院、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淄博职业学院、菏泽家政职业
学院、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
院、山东化工职业学院、华鲁
航空专业学校、山东劳动职业
技术学院、山东传媒职业学

院、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滨州职业学院、山东海事职业
学院、山东工程技师学院、日
照职业技术学院、山东信息技
术职业学院、山东外国语职业
学院、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山
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潍坊护
理职业学院、潍坊工程职业学
院、菏泽职业学院等。

●市招生咨询电话：
0530-5191058、5191068

联系人：刘老师 13583099910、
13518600928

传 真 ：0 5 3 0 - 5 1 9 1 0 5 6
5191062
E-mail：e3729@sdzs.gov.cn

菏泽日报、齐鲁晚报今日菏泽、牡丹晚报、菏泽招生考试服务中心联合举办

菏泽市2013年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
时间：6月26日8:00-17:00 地点：菏泽二中

齐鲁晚报今日菏泽于高招会当天出版《高招咨询会特刊》，现场免费发给考生，欢迎各高校刊登招生信息，订版电话：：15615301228。

根据2013年菏
泽学区划分，菏泽
学院附小的孩子

“小升初”后，将就
读位于重庆路的牡
丹区实验中学，这
让部分家长难以接
受。

高考分数揭晓，查个成绩不容易

考生忙，家长忙，系统也挺忙

本报菏泽6月24日讯(记者
李凤仪) 2013年山东高考成

绩昨日下午公布，成绩公布后，
填报志愿又成为考生和家长的
心头大事。24日，记者了解到，
今年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录取工作分5个批次进行，依次
为提前批、自主招生批、本科一

批、本科二批、专科(高职)批。
6月29日9时就可填报艺术

类提前批、艺术类本科一批一
志愿。但据介绍，6月16日和17

日考生进行网上模拟填报志
愿，根据统计，有36%以上的考
生忘记了自己的登陆密码，给
工作人员带来巨大的麻烦。

对此问题，招生办工作人
员对网站进行了升级改造。“没
有忘记密码的同学们可以直接
用密码登陆，忘记密码的同学
可以通过身份证、姓名等方式
进行登陆。”工作人员说，最好
还是不要忘记密码。

工作人员提醒，考生填报

志愿以规定时间内最后一次填
报(修改)确认的信息为准。考生
凭密码上网确认的志愿信息具
有法律效力，无需进行书面签
字确认。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
内填报志愿，提前或逾期均视
为无效。因考生本人填报失误
造成的后果自行负责。

填志愿忘了登陆密码咋办？
菏泽模拟填报志愿，三成考生忘记登陆密码

6月29日，填报艺术类提
前批、艺术类本科一批一志
愿。

7月5日，填报文理类本、
专科提前批、自主招生批志
愿，本科一批志愿，体育本科
一志愿。

7月22日，填报文理类本
科一批征集志愿 (含是否服
从调剂志愿 ) 、本科二批志
愿，艺术类、体育类本科一批
第一次征集志愿，春季高考
招生本科一志愿、高水平运
动员志愿。

8月1日，填报文理类本科
二批征集志愿，春季高考招生
本科征集志愿，艺术类、体育
类本科一批第二次征集志愿
(以上均含是否服从调剂志
愿)。专科 (高职)批 (含春季高
考、艺术、体育、优秀运动员、

实践生)志愿。
8月10日，专科(高职)批征

集志愿 (含春季高考、体育及
艺术第一次征集志愿)。

8月1 3日，填报专科 (高
职 )批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
愿。

填报志愿进程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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