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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开通志愿咨询专线
考生及家长如有问题，可拨打13869027465、18363125876咨询

┬记者 王天宇 报道

本报 6月 24日讯 高考结束
后，如何报志愿成了“第二次高
考”。为服务威海考生及家长，即
日起本报联合山东大学(威海)、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威海职
业学院以及威海市招考办共同开
通了志愿咨询专线。考生及家长
如 有 招 考 问 题 ，可 拨 打 本 报
13869027465、18363125876两部
咨询专线，本报将邀请招考人员
进行权威作答，热线咨询时间为
8：30至18：30。

2013年，山东大学(威海)计
划在全国招收3000名学生，其中
省内1105人，省外1875人，山东大
学(威海)招生办宋老师表示，与
去年相比，今年学校新增海洋资
源开发技术专业，外语专业新增

了美西双语方向。另外，朝鲜语、
海洋资源与环境、空间科学与技
术、音乐学、美术学、舞蹈编导、环
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等8个专业
525人由山东大学(10422)组织报
考与录取，学生到威海校区报到
学习。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今年
全国招生计划是6540人，哈尔滨
校区招生计划是4040人，威海校
区招生计划2500人。两校区分别
有独立的院校代码，分别录取。两
校区毕业生均颁发哈尔滨工业大
学毕业证、学位证书。

哈工大(威海)招生办工作人
员给出一组数据，供考生参考：
2012年27个招生省份中，有24个
省(市、自治区)的录取分比2011
年有大幅提升，12个省(市、自治
区)录取平均分超过重点线60分

以上，6个省(市、自治区)录取最
高分超过重点线 100分以上。其
中，在山东省的理科录取最低分
为624分，超过重点线42分。”

今年威海职业学院普通类招
生人数由去年3620人降到今年的
3192人，高职对口招生也由去年
340人减少到159人，艺术类招生
由2012年200人下降到今年的95
人。省内招生人数和省外招生人
数也出现了微小变化，2012年省
内共招生4170人，今年略有增加，
达到了4252人。

另外，三所威海高校目前均
已公布了招生咨询热线：山东大
学威海分校 0 6 3 1 — 5 6 8 8 2 8 2、
5688902；哈工大(威海) 0631-
5687013，5687559，5687571，
5687570；威海职业学院0631—
5700555、5701268。

一辆半挂车俩假证

司机领被被拘拘1155天天

┬记 者 吕修全 报 道
┬通讯员 王文翰 于炳权

本报6月24日讯 烟台一司
机驾驶一辆重型半挂集装箱货
车，驶经乳山被查出，牵引车和
挂车的行驶证都是假的。

24日上午，在银金大道，乳
山交警大队三中队民警执勤，检
查一辆悬挂鲁F牌照的重型半
挂集装箱货车。当司机姜某出示
驾驶证、行驶证及行驶证副证
时，民警发现牵引车行驶证、挂

车行驶证的字体异常，涉嫌变
造。两个行驶证载明审验有效期
至2013年6月，而网上核对则显
示，实际审验有效期至2014年6
月，两个证显属伪造。

面对民警询问，姜某支支吾
吾，最终道出实情。姜某车辆没
有正常参加年审，今年年初，他
通过电线杆上的野广告，找到一
造假证的电话号码，花200元钱
买了俩个假行驶证。姜某被记
12分、拘留15日并处罚款2000
元。

格填报志愿

26日，到二中南校区

122所高校代表到场

┬记 者 王天宇 报道
┬通讯员 都晓琳

本报6月24日讯 24日，记
者从威海市招办高招科了解到，
6月26日，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
将在威海二中南校区举行，考生
可免费入场。122所高校招生人
员、威海市招办、民办高校、出国
留学机构等工作人员将到现场
接受考生咨询。此次咨询会各高
校参与的积极性很高，网生源成
为各高校参加咨询会的一大目
的。

威海市招办高招科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报志愿通常被人们
称为“第二次高考”。今年填报志
愿施行新政策，变化不小，所以
此次的高招会尤其重要，市招考
办提前做了许多准备，提前一月
左右向招生院校寄发邀请函。此
次威海市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
将在威海二中南校区举行，考生
可免费入场，来参加志愿咨询会

的学校共 122 所，包括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大
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
等名校。除各大名校外，民办高
校，出国留学机构等工作人员也
会到现场接受考生咨询。

2013年高考志愿填报实行
“平行志愿”，省招考院人士介
绍，“平行志愿”指在某个录取批
次设置的高校志愿均为并列志
愿。首先将所有考生分文、理科
按照投档分数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按此顺序检索考生所填报的
志愿。这体现了“分数(位次)优
先，遵循志愿”的原则。考生一旦
投档，计算机不再检索排序在后
的志愿，即使考生成绩都符合后
面所有填报高校的投档条件，也
不会再次被投档。所以，考生填
报志愿一定要注意各高校志愿
的先后顺序，将最想就读的学校
排在前面。

不理法院财产保全裁定

房地产公司被罚款50万
┬记 者 吕修全 报道
┬通讯员 孙福杰

本报6月24日讯 近日，经区
法院强制执行一起拖欠工程款
案。威海某房地产公司因拒不执
行法院的财产保全裁定，擅自支
付工程款。经区法院裁定其在擅
自支付的金额范围赔偿，并决定
对其罚款50万元。

2010年，南通某建筑公司为
威海某房地产公司施工，贺某为
该公司供应五金建筑材料。工程

结束后，南通这家建筑公司却一
直拖欠贺某材料款。贺某将南通
这家建筑公司起诉至经区法院，
并申请法院冻结了威海某房地产
公司应付南通公司的工程款。

2012年，经区法院判决南通
这家建筑公司支付贺某建筑材料
款17万元，判决后，南通某建筑公
司仍拒绝支付。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法
官要求威海某房地产公司向贺某
支付17万元。但威海某房地产公
司以工程未结算为由推诿，拒绝

履行，并几次违法向南通某建筑
公司支付被经区法院冻结的工程
款。

按照《民事诉讼法》，威海某
房地产公司的行为已妨害了民事
执行正常进行。据此，经区法院责
令威海某房地产公司责任人限期
追回已支付工程款，后者置若罔
闻。

鉴于此，经区法院裁定威海
某房地产公司在擅自支付而未能
追回的工程款范围内，赔偿贺某
17万元并对其罚款50万元。

代理商卖给老人4万元治疗仪

半年后老人去世，其子女索回回3万余元

┬记 者 李孟霏 报道
┬通讯员 付海燕

本报6月24日讯 7旬老人花
4万余元买了保健治疗仪，却被医
生告知身体不适合用。老人的子
女带着治疗仪找环翠区消协，23
日，经协调，商家退款38560元。

2012年11月，79岁的张先生
认识了某治疗仪代理商吴先生，
之后吴先生不断带老人上保健课
程，还带老人去洗温泉。一段时间
后，他向老人推荐该公司的一款
治疗仪，一开始张先生未答应，但
禁不住软磨硬泡甚至冷脸相对，
他花42400元买了一台。

使用不到一周，张先生不舒
服，住进医院，医生诊断认为，此
款治疗仪并不适合老人的体质，
也没有明显的医疗效果。2013年5
月底，老人因病去世，其子女认为
该公司向老人推荐治疗仪存在欺
诈，投诉至环翠区消协要求退款。
23日上午，商家退款38560元。

933处“菜园子”被清理
┬记者 王帅 报道

本报6月24日讯 市区“菜园
子”整治工程结束，9 3 3 处、约
21 . 98万平方米“城中田”中的农
作物被清理。

5月初，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
会发布《关于禁止在市区公共用
地上种植农作物的通告》，要求一
个月内清除市区公共用地上种植
的农作物。随后，环翠区政府，高
区、经区、工业新区管委以及市林

业、国土、交通、公路、市政、园林，
对各自管辖区域内公共用地上种
植农作物情况研究制定整治恢复
方案。经过一个月的整治，被摸底
的933处、约21 . 98万平方米违规
种植农作物被清理。

24日，山东大
学(威海)为2013届
毕业生举行了毕
业典礼仪式。面
对离别，许多大
学生留下了难舍
的泪水。一女生
给 朋 友 拭 去 泪
水，并对好朋友
进行安慰。

本报记者
王天宇 实习
记者 桑志朋
摄影报道

6月是“安全生产月”，24日，经区消防大队组织中国农业银行经
区支行接受消防安全知识暨扑救油盆火灾演练，消防队员手把手教
银行白领们使用灭火器。

通讯员 汤琨 摄

┬记 者 王 震 报道
┬通讯员 时祝华

本报6月24日讯 24日，市
直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培训
班在会计学校开班，来自市直部
门和单位的财务科长、主管会计
以及财务人员共280人参训。

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
今年威海将开展一次规模较大、

内容丰富、覆盖面广的财务人员
培训工作，培训对象涵盖全市财
政系统、行政事业单位及企业等
各级各类财务人员，培训内容涉
及财政部新发布的《行政单位财
务规则》、《事业单位会计准则》、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审计监
督案例等内容，可操作性和实用
性强，培训规模和力度为近年来
最大。

全市机关事业单位财务培训

离离别别

体体验验灭灭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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