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今年年芝芝罘罘中中考考体体育育还还考考““老老三三项项””
考试时间为5月上旬，特殊情况考生可“免试”

今今年年事事业业编编考考试试不不能能赶赶场场了了
由于教师岗位占较大比例，师范类考生直呼“机会减少”

烟烟台台学学区区房房每每平平米米直直逼逼两两万万
禁止择校政策抬高学区房身价

一季度烟台CPI

累计上涨0 . 6%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石振东 ) 14

日，记者从芝罘区教体局获悉，
2015年芝罘区中考体育考试安
排已经公布，考试项目和分数
不变，4月23日报名，5月7日至
12日在烟台一中开考，考生须
持史、地、生结业考试准考证参
加测试，凡无证者一律不得参
加考试。

据悉，中考体育考试项目

共四项，现场测试前三项。项目
1：男生握力(或引体向上)、女生
握力(或仰卧起坐)，测握力的同
学必须先测体重。项目2：立定
跳远。项目3：男生1000米、女生
800米。项目4：学校自测自评。

考生考试期间，必须穿着
适合体育测试的运动服装、运
动鞋。女生仰卧起坐测试时必
须穿短袖衫、短裤，且上衣须扎
在短裤内。

考生在每项测试前先将准
考证交给监考人员核准后，再由
考生本人在键盘上输入考试号，
监考人员鉴定后，再按确定键开
始测试。最后一项考试结束后，
由监考人员组织考生在秩序册
上签字后方可离开考场。

四项满分100，特殊情况考
生可“免试”。满分100分，其中：
项目1男生握力(或引体向上)、
女生握力(或仰卧起坐)20分；项

目2立定跳远30分；项目3男生
1000米、女生800米30分；项目4

学校自测自评20分。
学生的体育分数按照满分

40分折合后计入中考成绩。凡
患有疾病或残疾的学生，须出
具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后，可免
予参加体育测试，按及格分记
入中考成绩。凡是有心脏病等
不宜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一
律不允许参加体育考试。

学生的自测自评成绩要
公示一周，五类考生自评可获
满分。学校对每个学生的自评
分满分为20分，每个学生最低
分原则上控制在12分，全校初
四参加中考学生平均分值必
须控制在17—18分之间。

初中阶段，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等级有三年达优秀等级

者可取得20分的评分资格；初
中阶段，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
级有三年达到良好等级者且
早操、课间操和体育活动课表
现优秀者可取得20分的评分
资格；获得二级以上等级运动
员称号者可取得20分的评分
资格；参加区级及区级以上比
赛获得名次者可取得20分的

评分资格；学生体育干部在组
织各项活动中，工作认真负
责，在学生中有较高威信者可
取得20分的评分资格。

对体育课、早操、课间操、
体育活动课无故缺勤，一学年
累计超过应出勤次数1/5；或
因病、事假缺勤，一学年累计
超过1/3者，自测自评分不得

超过15分。
经常不遵守体育课堂纪

律，不服从体育教师管理以及
体育课、早操、课间操、体育活动
课无故缺勤一学年累计超过应
出勤次数4/5的学生可以判自测
自评分为0分，学生判0分的比例
不得超过初四总人数的3%。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五类考生自评可获满分相关链接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孙建鹏 ) 一季度，
烟台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
上涨0 . 6%，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1 . 0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价格比
上年同期低0 . 2个百分点；服务项
目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回落3 . 6个
百分点，服务项目价格下降的主要
原因是汽车燃油价格不断下降及
今年烟台动车开通的特殊原因。

一季度，烟台服务项目价格指
数累计上涨0 . 2%，比去年同期低3 . 6

个百分点。受人工成本上涨和调价
影响，家庭服务、清洗费、理烫发、
学前教育、其他价格分别较上年同
期上涨6 . 3%、11 . 8%、16 . 4%、20 . 0%和
33 . 3%；受烟台动车开通影响，烟台
汽车和飞机下降出行价格，一季度
烟台公共汽车票、飞机票、长途汽
车和短途汽车票价累计分别下降
7 . 4%、6 . 2%、14 . 2%和10 . 7%。

衣着类价格指数领涨CPI。一
季度，烟台衣着类价格指数累计上
涨5 . 9%，涨幅居八大类之首。导致
衣着类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人
工成本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春
节因素推动。食品价格稳定保障价
格总水平平稳运行。

食品类价格指数较去年同期
小幅下降0 . 2%，仅拉动价格总水平
下降0 . 05个百分点，食品价格稳定
促使CPI保持平稳运行趋势。

从食品类价格看，粮食价格稳
中有升，猪肉价格降幅收窄，鲜蛋
价格涨幅回落。春节过后烟台鸡蛋
价格下降明显，一季度分月来看，
烟台市鲜蛋价格指数累计分别上
涨4 . 3%、3 . 8%和2 . 3%，鲜蛋涨幅回
落使得食品类价格指数上涨乏力。

本报4月14日讯 (通讯员 姜
波 肖利 记者 柳斌 ) 4月13

日，莱山区的老宋到交警四大队主
动投案自首，称自己是莱山区莱山
镇的一起交通事故中的肇事者，由
于无证驾车肇事，出事后一时害怕
叫儿子过来顶替。

案发当日大约11点左右，老宋
驾驶儿子的小面包车从家里开出
来去办事，办完事后往家走，半路
捎了一个朋友，快走到村头时，朋
友说走过了，于是往后倒车，感觉
碰到了什么，下车一看地上坐着一
个受伤的老人。宋某称自己没有驾
驶证，又把人给撞伤了，当时很害
怕就想到了让儿子顶替，这种做法
既对不起自己的儿子又对不起伤
者，于心不安。

据了解，肇事驾驶员老宋按照
交通肇事逃逸被刑事拘留，冒名顶
替的儿子小宋也正在进一步审理
当中。

撞了人让儿子“顶包”

事后不安投案自首

新加坡广声长老

莅临峆 寺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陈莹)
12日，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光

明山普觉禅寺方丈广声长老，率
新加坡善信护法组成的“2015春季
圣迹之旅”67人一行，经停烟台，莅
临中国福山峆 寺。

当天上午，悟实方丈、广声长
老以及新加坡友人一行来到祖师
殿前，共同种下了象征中新交流
纪念的侧柏，并举行了揭牌仪式。

据了解，在峆 书画院，双方
举行“中国福山峆 寺与新加坡
光明山普觉禅寺互相缔结佛教文
化友好寺院”签字仪式。这份跨越
千山万水的珍贵情谊，得以进一
步地缔结与加强。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张
晶 ) 由于今年芝罘区继续严
禁择校，学区房价格也跟着

“水涨船高”，有的优质学区房
每平米直逼2万，隔着一条街，
能差出三四千。

禁止择校的政策喊了多
年，芝罘区从去年开始真正执
行，因为户口和房子必须绑
定，很多家长已经不能通过租
赁学区房获得进入该学区的
资格，只能买学区房。

李女士在解放路附近开
了一家房产中介，听说今年继
续禁止择校，李女士悬着的一
颗心放了下来，因为房子没有
流通和交易，市场就是一潭死
水，中介也没有利润可赚，所
以学区房流动越快，中介越高
兴。“最怕政策变来变去，禁止
择校的政策对二手房市场是
有益的。”李女士说。

恒通房产总经理杨镇纲

告诉记者，去年三马路、四马
路和南山路等附近成交的单
价都在1万以上，但是没有今年
这么高，今年成交的均价大概
就在14000元/m2左右，涨了1000

多元。
记者查看多家二手房中

介挂出的房源，发现有的建筑
年代比较靠前的二手房单价直
逼2万，由于南山路小学、一中、
十中、毓璜顶小学等几个多年
来被公认的“优质”义务教育学
校都集中在这几个片区，附近
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即便是
上世纪90年代的房子，只要是
多层的学区房，卖到13000元/
m2左右基本没问题。

根据各大网站公布的学
区周边二手房房价来说，一中
附近的学区房价远远居于诸
多学区房价之首。就连仅一路
之隔的房子，价格也能差出三
四千。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李
楠楠 ) 近日，全市事业编考
试简章发布，今年全市各个县
市区的事业编考试都统一在5

月23日。今年统考后，只能报
考一个岗位，考生不能赶场，
就业机会就会减少。由于今
年事业编考试教师岗位占了
很大比例，对师范类考生影响
最大。

“今年各个县市区招考的
教师岗位不少，但即使岗位再
多，也只能报考一个岗位，因为
各个岗位的考试都在一天。”家
在烟台的湖南师范大学应届师

范生杨茜说，以前，很多地方教
师招考都是由当地人社部门、
教育主管部门自主进行的，招
考时间并不同，比如市内六区，
我可以考完芝罘区的，再考开
发区或者莱山区的教师事业编
考试，现在统考了，只能报一个
地区一个学校的一个岗位，只
能一考定输赢，就业机会就会
减少。

与杨茜一样，不少师范生
都对这次机会减少表示遗憾。

“既然已经成为事实，当务之急
就是要选好适合的岗位，好好
备考，选择机会减少，竞争变得

激烈了，自己备考可能会更用
心一些。”鲁东大学应届师范生
耿娟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2015年烟台市
市直及各县市区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普通岗位笔试均安排在5

月23日进行。另外，省直事业单
位及省内部分市事业单位初级
岗位笔试也安排在5月23日进
行。烟台市人社局专家提醒，考
生根据自身情况，稳慎选择合
适岗位报考。

“考生不能像以前那样‘赶
场’了，只能报考一个岗位，这
其中一些优秀考生有可能会扎

堆报考热点县市区的热点岗
位，比如开发区、莱山区、高新
区等，竞争应该很激烈。”鲁东
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就业综
合科科长纪淑波说，“不过，既
然只有一次机会，考生一般会
更加认真对待，破釜沉舟；同
时，反过来讲，大家都报考热点
岗位，那么一些成绩一般的考
生则可以选择一些非热点的县
市区，增加录取机会。”

“另外，考生也可以放眼全
省，查一查是否还没有统考的
地市，选择报考，多一个机会。”
纪淑波说。

赵先生的儿子马上就要上
初中了，为此赵先生看中了一
套在解放路西面的房子，比路
东的房子单价能便宜将近两
千，房产中介标注这套房属于

“一中学区”。
问题来了，赵先生回家查看

芝罘区教育网公布的一中南校
2014年的学区划分发现，自己咨
询的那套房子所在的学区正好
被划到了五中，“就差了一点点，

就不是一所学校了。”赵先生说，
幸亏自己查了一下教体局公布
的学区，不然订了想退都难。

芝罘区教育网每年夏季都
会公布一次义务教育阶段入学
学区划分情况，每年都会有些
微调，因此，如果家长想在此时
买房子，不要仅听中介的介绍，
还应该自己动手查一查，或者
直接咨询所在区教育部门，确
认地段之后再做决定。

买学区房要先确认学区划分情况

南山路路边贴满了各种学区房买卖信息。 本报记者 张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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