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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今今年年初初中中学学考考首首次次网网报报志志愿愿
测试平台网址：www.taszk.com，登录后必须修改密码

本报泰安6月3日讯(记者
白雪 ) 今年，泰安市高中段学
校招生填报志愿首次采取网上
填报。泰城初中毕业生需在6月4

日8:00—6月5日12:00进行报志愿
模拟测试。

3日，记者从泰安市教育局
基教科获悉，今年泰安市高中段
学校招生填报志愿采取网上填
报的形式。为使广大学生和学校
管理员熟悉填报志愿要求和程
序，保证数据准确无误，决定对
网上填报志愿进行模拟测试。

6月4日至5日的测试对象为
2014年在泰山区和岱岳区报考
普通高中和报考职业类学校的
考生，主要测试网上填报志愿系
统的使用方法，流程环节，测试
志愿填报情况。其他县市的考生
将陆续参与模拟测试。

测 试 平 台 网 址 ：
www.taszk.com，测试时间为6月4

日8:00—6月5日12:00。
测试要求，2014年报考普通

高中和报考职业类学校的考生
各初中学校必须按要求参加模
拟测试，学生的测试由学校组织
或学生自行在网络平台填报测

试，测试必须按照真实流程各个
环节进行，不能省略环节。测试
要求与正式填报志愿完全一样。

学生用初中学籍号、身份证
号码和报名时的管理密码登录，
进入系统后必须进行密码更改，
确保密码安全。最后修改的密
码，作为正式填报志愿时的管理
密码，务必要牢记和保密，防止
泄露被他人篡改。学校用户名和
密码与报名时设置的相同。

各学校需随时登录平台，查
看学校学生填报进度，以便督促
填报志愿，学校对测试情况和存
在问题进行汇总，在6月5日下午
5:00前将各种情况报区教育局基
教科。

填报志愿系统测试是为了
确保高中段学校招生填报志愿
工作顺利进行，确保填报志愿信
息数据准确、完整无误，各学校
要高度重视，确保应该测试学生
都参加测试，测试环节不能省。
对于组织不力，导致学生无法完
成测试或在将来填报志愿中出
现问题的单位和个人，将予以通
报，情节严重者追究有关责任人
责任。

都觉得不跑高速

不用买儿童座椅

2日中午，记者在大润发
楼顶停车场发现，不少家庭
开车带着孩子前来，购物完
毕直接让孩子自己上车或者
由家长抱着坐进车里。

一辆大众POLO轿车上，
一名三岁左右小女孩自己坐
进后排座椅，妈妈紧跟着也
坐了进去。车主王先生说，他
没有买儿童安全座椅。“孩子
坐进去也不听话，还不如让
大人抱着，再说平时基本上
不跑高速，儿童安全座椅不
是很需要。”王先生说。

而另一辆白色轿车正准
备离开停车场，一名女子坐
在副驾驶上抱着看起来两三
个月大的婴儿，后排女子带
着一名四五岁的小姑娘。“我
孩子太小，不能坐儿童安全
座椅里。”副驾驶女子说。而
驾驶员则说，他们不跑高速，
市区这样行驶没人管。

记者随即采访十几位带

孩子车主，只有一名女性司
机带着儿童安全座椅，其余
均没有购买儿童安全座椅。
驾驶员于女士说，她在泰安
交警部门工作，熟知交通安
全的重要性。“我孩子快3岁
了，这台座椅2600多块钱，从
小就让他坐在里面，开车非
常放心。”

最便宜仅卖几十元

和专卖店差近百倍

2日上午，记者以顾客身
份走进一市场汽车用品区，
一家店铺里摆放了四五台儿
童安全座椅，款式新颖。“最
便宜的300块钱，最贵的700

元，你要现在要我可以给你
打折。”男老板爽快地说。记
者问安全系数如何，男子称
绝对安全。记者仔细观察，并
没有发现儿童座椅的品牌或
者合格证书。

而在另一家汽车用品
区，负责人说自己的儿童座
椅已经卖光了。“那种座椅四
五十块钱，跟背包差不多，不

安全。卖光之后就没再进货。
而质量好一点的动辄七八百
上千，买的人很少，我们也没
进货。”该负责人称。

记者来到对面商铺发
现，四五个所谓的“儿童安全
座椅”正挂在商铺上方，外包
装上全是灰尘，远看确实像
是背包的背带。记者没有看
到任何卡扣或者固定装置。

“100块钱，卖得非常好。你要
是买，我现在就给你装上，很
简单。”当记者问有没有硬质
座椅时，销售人员答复“从来
没进过货”。

大润发超市儿童用品
区，记者看到一款某品牌儿
童座椅，标签价格为1580元，
还支持分期付款。主体材料
为原生工程塑料并配有头部
防护枕和棉垫。记者掂量一
下估计重量在30斤左右。

记者在财源大街一家专
卖店发现，儿童安全座椅价
格最低的有1300多元，最贵的
4900多元。“我们这个座椅是
最正规的，符合国家要求。”
销售人员说。

本报泰安6月3日讯 (记者 路
伟 ) 2日晚上，61岁的李传河因病
去世，按照他的遗愿，家属将他的眼
角膜和遗体捐献出来。据了解，李传
河是今年泰安第三个同时捐献眼角
膜和遗体的志愿者。

5月13日，家住乐园小区的李传
河拨通了泰安市红十字会的电话，
称要在自己百年后捐献出眼角膜和
遗体。由于当时病情严重，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带表格来到李传河家，家
人代他填写了捐献申请。2日，李传
河因病去世，家人按照他生前遗愿，
将他的遗体和眼角膜捐献出去。

据了解，李传河今年61岁，去世
之前曾交代家人一定要将遗体和眼
角膜捐出去。泰安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介绍，李传河是今年第三例同
时捐献眼角膜和遗体的志愿者，是
全市第14例遗体捐献者，第22例眼
角膜捐献者。

本报泰安6月3日讯 (记者 邢
志彬 ) 泰城一处出租房虽然挂着

“美发厅”的招牌，但里面却没有任
何理发设备，只有几张床。6月3日，
三里派出所民警打掉这一卖淫窝
点，抓获6人，现场搜出上千件计生
用品。

近期，三里派出所民警巡逻中
发现，一家挂着美发厅招牌的出租
房里，经常有鬼鬼祟祟的男性进出，
经确认是个卖淫窝点。6月3日，民警
胡秀立带队将该窝点查获。这家“美
发厅”里只有几张床，根本没有一件
理发工具。在床底下民警还搜出上
千件安全套，湿巾等物品。

窝点里当场抓获3名卖淫女和3

名嫖客，目前已经带到三里派出所
接受调查。

汽汽车车儿儿童童座座椅椅关关键键时时候候能能救救命命
可可爸爸妈妈司司机机们们大大都都觉觉得得用用不不着着

61岁老人去世

捐出遗体、眼角膜

“美发厅”不理发

搜出上千安全套

《山东省高速公
路交通安全条例》新
规定，12岁以下不得
乘坐副驾驶，不满4
周岁应配备儿童安
全座椅。记者走访泰
城卖场了解到，儿童
安全座椅便宜的仅
需几十元，正规店里
则需要三五千元。

本报记者 曹剑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近日修
改《山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
例》，将从2014年8月1日起正式
施行。根据新条例，机动车进入
高速公路行驶，驾驶人和乘车人
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
人不得安排未满12周岁未成年
人乘坐在副驾驶位置；未满4周
岁的未成年人乘坐家庭乘用车，
应当为其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
安全坐椅。

儿童安全座椅就是一种专
为不同体重 (或年龄段 )的儿童
设计，将孩子束缚在安全座椅
内，能有效提高儿童乘车安全的
座椅。欧洲强制性执行标准ECE
R44/03的定义是：能够固定到机
动车辆上，带有 I S O F IX接口、
LATCH接口的安全带组件或柔
性部件、调节机构、附件等组成
的儿童安全防护系统。在汽车碰
撞或突然减速的情况下，可以减
少对儿童的冲压力和限制儿童
的身体移动从而减轻对他们的
伤害。

相关链接

本报泰安6月3日讯 (记
者 白雪 ) 记者从市教育
局招生考试中心获悉，今年
泰安市参加夏季高考的人
数为24610人，考试时间是6

月7日至8日共两天。今年泰
安市共设16个考点，增加了
泰安市十九中和新泰一中
东区两个考点。

今年，泰安市共有24610

人参加高考，设6个考区，16

个考点，833个考场。其中，泰
山区4个考点，187个考场；岱
岳区2个考点，125个考场；新
泰3个考点，187个考场；肥城
3个考点，139个考场；宁阳2

个考点，89个考场；东平2个
考点，106个考场。

各县市区考点如下：
泰山区：泰安一中、泰

安二中、泰山中学、长城中

学
岱岳区：英雄山中学、

泰安十九中
新泰市：新泰一中北

校、新泰一中西区、新泰一
中东区

肥城市：肥城一中、肥
城六中、泰西中学

宁阳县：宁阳一中、宁
阳四中

东平县：东平高级中
学、东平明湖中学

考生可在6日下午去考
点提前探场，那时将会知道
自己在哪个教室考试。

泰山区和岱岳区参加
普通高考的各位社会青年
考生：从3日起可到招生办领
取准考证。

领取准考证时间：2014

年6月3日—6月6日。

相关新闻

全市共设16个高考考点

采样造血干细胞

刮口腔黏膜就行

本报泰安6月3日讯 (记者 路
伟 通讯员 耿鹏 武文斌) 5月
16日起，泰安造血干细胞采样工作
启动。截至6月4日，泰安一共采集造
血干细胞口腔黏膜拭子样本152份，
并将全部送往中华骨髓库。

泰安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介
绍，口腔粘膜拭子样本采集不用抽
血，无疼痛感，采集前，志愿者先做
吞咽动作，之后将四支拭子棒分别
伸进口腔，紧靠右侧脸颊上部与牙
龈之间的部位每支拭子来回刮拭20

次以上，然后将四支拭子棒按原包
装方式归位，合起拭子包装即可。

“采集口腔黏膜拭子比血样采
集更科学、方便。人体口腔黏膜的基
因比较完整，而且更新速度很快，每
天都会脱落很多，口腔黏膜拭子样
本采集是通过采集口腔内黏膜脱落
细胞，提取人体DNA的方法，并经
过化验分析出各类造血干细胞样
本。”工作人员说，这是一种简单、快
速、无创的造血干细胞样本采集方
式。

自5月16日以来，不少志愿者加
入到这个队伍中来，截至6月4日，
152名志愿者采集完成口腔黏膜拭
子样本。“原计划采集100人份，现在
超额完成计划了。”工作人员说。

市场上一款儿童
座椅，仅售价几十元。
本报记者 曹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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