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坊高中招生政策今年有了新变化

初初中中学学校校拍拍板板
考考生生综综合合素素质质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李涛 实
习生 周晓月 通讯员 魏延阁)12
日，记者从潍坊市教育局获悉，2014
年潍坊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
招生录取工作意见已经出台。考生报
名时间为4月25日-30日，考试时间为
6月12日-15日。与去年相比，今年高
中招生，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全
部由初中学校认定；与此同时，推荐
生政策更加完善，具有特殊才能的推
荐生，高中学校可以破格录取，另外
从2015年起，对不同类别的艺体特长
生相应设置文化课底线。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高中招生政
策主要有两个方面进行了调整。学生
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全部由初中学
校认定。从今年起，将初中学校的综

合素质评价结果直接纳入高中招生
录取的依据，不再由高中学校重新认
定，实现初中学校教育权与评价权相
统一。

对综合素质特别优秀的推荐生，
在享受相关高中的照顾录取政策后，
学生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不能低于
相关高中学校择校生的录取标准。对
具有特殊才能的推荐生，高中学校可
以破格录取，具体学业成绩要求由高
中学校根据考生特殊才能的实际情
况确定。

对于外来务工、投资经商人员子
女，只要经户籍所在地市教育行政部
门同意并出具证明，按相关规定办理
审批手续后，可以申请在潍坊市参加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招生录取，

以同样的录取条件，与潍坊当地居民
子女平等享受同样的参加高中招生
的机会。

同时，为落实《义务教育法》，纠
正少数学生只注重艺体专业训练而
忽视基础文化知识学习的倾向，培养
具有丰富文化知识底蕴的“合格加特
长”的初中毕业生，从2015年起，对不
同类别的艺体特长生相应设置文化
课底线。

潍坊市教育局2014年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及高中招生政策咨询投诉
电话：8096359、8791010。考生及家长
也可拨打各县市区及高中学校的招
生咨询电话进行咨询。市区的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及高中招生实施方案将
于4月上旬出台。

考试、考查科目并举

政策解读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分考试科目和
考查科目两类。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
学、英语、物理、化学、思想品德、历史、
地理、生物、体育与健康、实验操作技
能、信息技术等12科，考查科目包括音
乐、美术、综合实践活动及地方与学校
课程等4科。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思

想品德、历史、地理、生物等9科文化课
科目的学业水平考试，全市统一组织。
音乐、美术、综合实践活动及地方与学
校等课程的考查及等级认定的组织工
作由各县市区教育局负责，于4月20日
前完成，其成绩分A、B、C三个等级，其
中A等级不得超过考生总数的30%，作
为高中招生录取的依据。

考试内容设置部分选做题，即要
求考生在给出的若干题目中，根据规
定的数量，自主选择题目进行解答。继
续在思想品德科目中对学生安全常识
和相关防护技能进行考查，考查依据
是山东省义务教育必修地方课程教科
书《安全教育》(试用)，占10%左右的权
重。

高中、职业学校志愿同时填报

初中毕业生报名时同时填报
升学志愿。志愿设普通高中、职业

学校两类，具体由各县市确定，学
生填报普通高中志愿时，同时填报

一处职业学校志愿。录取时，按志
愿顺序录取。

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由初中学校认定

自今年起，学生的综合素质
评价结果全部由初中学校认定，
不再由高中学校重新认定。在潍
坊市内其他县市区就读(且有就读
学校学籍)，需回户籍所在县市区
升学的学生，其在初中阶段取得
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以及标志性
成果等相关支撑材料，须就读学

校及所在县市区教育部门出具书
面证明(学校证明须经校长签字)方
可有效，并于6月10日前提供给学
生户籍所在地教育部门。

学籍在潍坊市以外、经批准
在潍坊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
学生，由县市区综合素质评价工
作指导监督委员会组织对其进行

综合素质认定。
对初办学行为规范、教书育

人质量高且督导成绩高于平均值
的学校可奖励一定比例的A等指标
(从B等中扣除)，奖励额度一般不
超过3%；高中学校参与招生服务
区内初中学校A 等奖励指标的调
控。

继续实行指标生分配政策

2014年，潍坊继续将普通高中
特别是优质高中或省级规范化高
中招生计划中统招生计划的60%分
配到高中服务区内各初中学校(即
指标生)。指标生分配原则是：初中
毕业生人数、素质教育工作评价情

况和初中学生毕业去向情况(即上
年 毕 业 生 升 入 高 中 阶 段 学 校 情
况)，三者的权重为5：3：2，初中毕
业生升入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情
况以同等权重计。

录取时，首先录取指标生，再

录取统招生，最后录取择校生。指
标生录取标准不得低于择校生录
取标准。凡按择校生录取标准仍不
能完成指标生计划的初中学校，其
剩余的指标生计划统一调出，作为
相关高中学校的统招生计划指标。

特殊考生享受照顾录取政策

与往年一样，现役军人子女、烈
士子女、因公牺牲军人子女，华侨、港

澳台胞子女，少数民族子女，被授予
“潍坊市荣誉市民”的外籍人员子女，

独生子女，听力残疾学生，在录取时
继续享受照顾录取政策。

2014年潍坊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文化课科目考试时间安排表

日期 上午 下午

6月12日(星期四) 语文(8：30-10：30)
物理（14：00-15：30）

思想品德（16：30-17：30）

6月13日(星期五) 数学（8：30-10：30）
化学(14：00-15：30)

历史(16：30-17：30)

6月14日(星期六) 英语（8：30-10：30）

6月15日(星期日)
地理（8：30-9：30）
生物（10：30-11：30)

加油站电气线路混乱

潍坊消防责改除患

近日，潍坊寒亭消防
组织检查人员对辖区内
加油站进行消防安全专
项检查。

检查人员重点检查
了站内的消防器材是否
配备齐全且保持完好有
效，电气线路敷设是否符

合规定，消防安全管理制
度是否落实等，并现场询
问站内职工消防安全知
识掌握情况。

检查发现一加油站
存在电线乱拉乱接、灭火
器未检修等隐患，大队对
此进行了立案调查。

奎文区消防大队办理一起

消防设施配置不符合标准案

近日，奎文区消防大
队在开检查中发现：奎文
区潍州老城根餐厅一层
缺少一个安全出口，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

项之规定。根据山东省公
安厅《关于印发消防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要
求，大队对该场所进行了
伍仟元整的处罚，并对当
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擅自圈占消火栓

天园精品印刷厂受消防处罚

近日，经济大队监督
执法人员经认真检查发
现，发现潍坊市天园精品
印刷厂部分灭火器过期
失效，室内消火栓被印刷
车间圈占等问题。消防监

督执法人员在对该厂负
责人批评教育，讲清利害
关系的前提下，责令立即
进行整改，并依法做出了
予以罚款5000元的消防
行政处罚决定。

寿光消防大队

继续对存在隐患单位进行曝光

连日来，寿光消防
大队最大限度发动各级
各类的新闻媒体参与到
剿患行动中，现场跟踪
报道，公开曝光隐患，
在全社会形成除患的良
好氛围。在检查中发现
寿光市光明眼科医院存

在未经消防验收擅自投
入使用、擅自营业，疏
散通道的设置不符合消
防安全要求等消防安全
隐患。针对检查情况，
大队执法监督人员当场
下 发 《 责 令 改 正 通 知
书》，令其尽快整改。

网吧电脑遮挡消火栓

责令业主当场拆除

11日，昌邑市消防大
队组成3个检查组，对全
市40余家网吧进行拉网
式排查。监督执法人员在
检查中发现，一网吧存在
遮挡室内消火栓、疏散通
道堆积杂物的问题。执法

人员责令网吧业主当场
拆除了遮挡消火栓的电
脑，移除了疏散通道杂
物，并要求所有网吧业主
提高思想认识、严格落实
消防安全制度，确保消防
安全环境良好。

物业服务公司存隐患

昌乐大队果断查处

近日，昌乐消防大队
对昌乐金帝物业服务公
司检查中发现，部分蓄电
式疏散指示标志损坏，未
定期组织开展员工消防
安全培训及疏散演练，消

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
数量不足。昌乐消防大队
监督人员立即下达法律
文书，要求该单位坚决改
正发现的隐患，确保不发
生火灾事故。

为深入开展火灾隐
患排查行动，诸城市公
安消防大队加大检查频
次，深入社会单位进行
消防监督检查。

在对诸城市朱解砚
海 液 化 气 站 进 行 检 查
时，发现该单位充装房

内使用非防爆电气设备
时，大队监督人员依法
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
通知书》，要求该单位
在规定的时限内将隐患
整改到位，整改期间落
实 防 火 措 施 ， 确 保 安
全。

诸城大队严查

液化气站火灾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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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重点 C03

近日，因未办理开业
前消防安全检查擅自对
外营业，潍城区军埠口镇
家福源超市付出了大的
经济代价。

潍城区消防大队监
督执法人员经认真检查
发现改单位未到公安消
防部门办理开业前消防

安全检查，在不具备消防
安全条件的情况下擅自
对外营业。为防止导致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严
重后果的火灾事故发生，
消防监督执法人员责令
超市立即停业进行整改，
并依法做出了予以罚款
的消防行政处罚决定。

不办证件领罚单

军埠口家福源超市受消防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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