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与聊城大学强强联合
---聊城大学体育后备人才培训基地2014年招生简章

山东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聊
城大学体育后备人才培训基地，是
2014年经山东省体育局等上级部
门批准的山东省体育运动学校与
聊城大学联合培养后备人才的基
地；是山东省体育运动学校与聊城
大学采用创新模式、强强联合在山
东省组建的最特殊的体育后备人
才培训基地。

一、报考条件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学兼优，
有志从事体育事业，身心健康，具有较
高的体育专业水平。招收1999年1月1日
至2001年8月31日出生的适龄运动员，
特殊人才招生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二、招生项目、学制、招生计划
从省内外各市(地)、县、业余体校

和普通中学招收40人。招生项目为皮
划艇、赛艇、跆拳道、拳击、武术、散打。
为四年制中专。修满教学计划规定课

程，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颁发山东
省体育运动学校中专文凭。

三、报名须知
1、报名时间：2014年5月16日至

6月20日
2、报名地点：聊城市东昌府区

湖南路1号聊城大学社会体育部
3、报名手续：考生报名时，需持

户口薄和身份证及所在学校介绍
信；交二寸近期免冠同底照片4张；

报名费、试卷费、专项测试费共300
元，同时填写考生档案卡，并领取专
业考生准考证。

4、网上报名：详见聊城大学网
站，网址www.lcu.edu.cn招生简章

5、现场确认：聊城大学东校区3
号教学楼207室进行现场确认。

四、在校生待遇
免收学费和住宿费。录取后给予

伙食费补贴500元/月·人，取得省比赛

一至六名的学生提高补助标准，最高
900元/月·人，取得省比赛前六名的给
予服装费500元元/年·人。

五、考试内容与时间：
考试时间：6月30日到7月4日。

考试内容：1、体育测试：包括专项技
术和身体素质测试【60米、立定跳
远、400米、原地推铅球(女子：3kg、
男：4kg)】。2、文化课考试科目：语
文、数学、英语、

百大三联再掀五一家电抢购狂潮
伴随着五一小长假的来临，新一

轮的家电销售旺季到来。百大三联家
电城为厌倦了“只见人不见景”的旅游
方式的人们，带来了一场家电饕餮盛
宴。

29日下午六点，百大三联“大型闭
店团购会”开幕。广场上，精彩的歌舞
表演引来众多市民围观，场面火爆！为
时两晚的表演，为“五一家电狂欢节”
的到来加了一剂猛料。

5月1日上午，百大三联的营业时
间还没有到，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等
待购买家电的顾客。一开门，大家迫不
及待的涌进门选购商品，就犹如一滴
水滴进了热油，使装饰精美的卖场里
立刻火爆起来！

据了解，活动期间，百大三联家电
城不仅为水城消费者带来了优质低价
的家电产品，还有抽奖、累计送的活
动，购物券、平板电脑、购物卡……让
消费者享足了实惠。

卖场中，每个柜台、展厅都站满了
人。记者在四楼遇到了正在选购电视
的张先生，张先生对记者说：“最近搬
了新家，家里的旧电视也该“光荣下
岗”了。正好赶上五一，外面景区就是
一个字“堵”！还不如趁这几天价格合
适，买个好点的电视。听说百大三联新
上了几款曲面OLED电视，过来看看，

“搬”一台回家。”
百大三联作为聊城最具规模的

家电卖场，受到了家电厂方充分的重

视，不仅申请下了绝对优惠的价格，
还有模特、热舞助阵，引来很多消费
者的围观，掌声、叫好声不断。在选购
商品的同时，卖场里还精心为消费者
提供了免费茶水和果盘。众多消费者
表示，在百大三联不但能买到质优价
廉的家电，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演
出，这种购物体验是在其他卖场感受
不到的。

据悉，今天已是“五一家电狂欢
节”最后一天，百大三联特为那些节假
日期间出门旅游的消费者们留住优惠
的价格和精美的礼品，让出游的市民
在愉快的旅行结束后还能购买到称心
如意的家电产品。

(张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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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第二届放鱼节启动

226600万万尾尾鱼鱼苗苗放放流流全全市市主主要要水水系系
本报聊城5月4日讯 (记者

张跃峰) 1日上午，以“放鱼
养水，保护生态环境”为主题的
第二届“江北水城·运河古都”
放鱼节在东昌湖金凤广场启
动，现场向东昌湖放流80万尾
各种鱼苗。

据聊城市水产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聊城市渔业总利
用面积25 . 7万亩，总产值达到
30亿元，其中鱼类面积12 . 9万
亩，鱼类产量7 . 5万吨，鱼类产

值14 . 07亿元。淡水渔业资源
人工增殖放流是渔业资源修复
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聊城重点宜渔水域组织
开展增殖放流行动，通过大规
模人工增殖放流等手段，恢复
天然渔业资源，保护重点水域
水生生物多样性，改善水域生
态环境，实现“以鱼养水，以渔
洁水”的目的，从而提高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推进聊城渔业
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此次放鱼

节由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聊
城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聊城
市水产局、聊城市水城集团承
办，一共将向东昌湖、双海湖、
金牛湖、鱼丘湖、马颊河、徒骇
河等城市水系和主要河流放流
草鱼、鲢鱼、青鱼、鳙鱼、甲鱼、
锦鲤等260万各种鱼苗。

在放鱼节启动仪式上，主
办方除邀请相关部门领导及工
作人员参加之外，还特意邀请
了一些社会爱心参与单位及个

人参加放鱼活动。聊城市水产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此举主
要是为了热情欢迎社会各界更
加关心、支持和重视聊城生态
环境和现代渔业建设，保护水
域环境的自然风光和丰富资
源，参与生态修复和资源养护，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美好家园，为保护全市水域生
态环境献一片爱，出一份力，尽
一点责，为建设生态聊城做出
积极贡献。

在放鱼节启动现场，主办方
特意印制了一些放鱼须知，其中
特别提醒参加活动的市民，放鱼
活动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实施，选择能改善水域环境质量
和适宜本地水域生长的鱼苗，主
要侧重鳙鱼、鲢鱼、鲤鱼、草鱼等
鱼种。严禁任何单位、个人向公
共水域放流巴西龟、食人鲳、鳄
龟等外来物种或未经检验的其
他鱼苗。

据聊城市水产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举主要是保护公共水
域环境质量和水生生物物种的
安全。哪怕是由水产部门放流的
鱼种，放流之前也要经过相关检
验机构的检测。根据这位负责人
介绍的情况，不少市民在放鱼现
场注意到了此次放流鱼种的检
验报告。

看到这种情况，现场一些参
加活动的市民说真没想到，放生
鱼类也需要注意这么些问题。对
此，聊城市水产局相关负责人特
意告诉现场的一些市民说，当前
因随意向本地水域放流外来物
种，导致的严重威胁当地环境的
情况非常普遍。

按照国家有关水生生物增
殖放流的管理规定，禁止使用外
来水生生物物种进行增殖放流。
然而，目前一个严酷的事实是，
由于许多人不了解放生的具体
规定，对外来品种缺乏正确的认
识，不清楚在江河野外具体该放
生什么、不适合放生什么，导致
市民从流动的摊贩手中购买外
来物种在长江放生，原本善意的
放生，造成 “好心办坏事”的不
良后果。

该负责人提醒说，个人或组
织到河湖放生，首先应该遵守有
关水生动物保护规定。个人在放
生水生生物前，可以通过水产部
门联系原种场，购买正确的放生
物种，或者参与到水产部门的人
工增殖放流活动中来，切不可将
外来物种随意放生到河流湖泊。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本报聊城5月4日讯 (记者
李军 ) 临清市人口和计划

生育局、临清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临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临清市供销社、临清市公安局、
临清市财政局、临清市环保局、
临清市爱卫办等八个部门日前
公布2014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及2014
收支预算总表，数据显示，八部
门因公出国(境)经费和公务用
车购置费用均无。

临清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公布的2014年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显
示，预算总计为33 . 30万元，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33 . 06万
元，公务接待费为0 . 24万元，
因公出国(境)经费和公务用
车购置费用均无。临清市质量
技术监督局公布的2014年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
支出预算表显示，预算总计
23 . 1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为22 . 21万元，公务接待
费为0 . 89万元，因公出国(境)
经费和公务用车购置费用均
无。临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布的2014年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显示，预算总计为143 . 5 2万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
105 . 1 8万元，公务接待费为
38 . 34万元，因公出国(境)经
费和公务用车购置费用均无。

此外，临清市供销社、临

清市公安局、临清市财政局、
临清市环保局、临清市爱卫办
公布的2014年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显示，因公出国(境)经费和公
务用车购置费用也均为零。

据了解，去年，临清市在
政府官网首次公开了20个部
门“三公”经费支出预算。在山
东推行“三公”经费公开试点
县(市)中,临清是聊城唯一一
个。

严禁向公共水域

放流外来物种

新闻延伸

众多市民参
与放鱼活动。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临临清清八八部部门门晒晒““三三公公””经经费费支支出出预预算算
因公出国(境)经费和公务用车购置费用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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