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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次实行网上阅卷，高中计划录取230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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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声明作废。

挂失

本报6月10日讯(记者 谭
正正 通讯员 王蕾) 记者在
滨州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滨
州市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将在6
月11日—13日进行，初三报名
人数为37376人，今年全市计划
录取23050名高一新生。

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实行全
市统一命题、考试和发布成绩，
考试安排在6月11日—13日进
行。初三报名人数为37376人，
设29个考点，1260个考场，比去
年增加426人；初二报名人数为
41010人，设27个考点，1376个
考场，比去年增加1115人。其中
滨城区共设4个考点，包括北镇

中学、滨州一中、行知中学和滨
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初三年级学业考试具体时
间为：6月11日上午8:30—10:30
语文，下午3:00—4:00物理，4:
15—5:15化学；6月12日上午8:
30—10:30数学，下午3:00—4:
00思想品德，4:15—5:15历史；6
月13日上午8:30—10:30英语。
初二年级学业考试时间为:6月
13日下午3 :00—4 :00地理 , 4 :
15—5:15生物。初三年级学生
未参加地理、生物学业考试的，
随初二年级参加考试。

阅卷工作由市、县(区)教
育局联合组织。首次实行网上

阅卷，全市统一组织扫描，县区
教育局负责1-2个科目的网上
阅卷工作。北海经济开发区的
学业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工作由无棣县代为组织管理。

高中阶段招生录取成绩以
分数形式呈现，按学业考试所
有考试科目得分折合计算总成
绩，其中语文、数学、英语按学
业考试成绩100%计入总成绩，
理科综合按150分(物理按65%、
化学按45%、生物按40%)、文科
综合按150分(思想品德按60%、
历史按55%、地理按35%)、体育
按50%、信息技术和理化实验
技能操作各按2 0%计入总成

绩。
各学科学业考试、考查成

绩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
准的主要依据，所有科目考试、
考查成绩均达到及格或合格以
上水平、综合素质评价均达到C
等以上者，《义务教育证书》可
记初中毕业水平。存在学业考
试不及格 (不合格 )科目的学
生，可以报名参加县(区)教育
局统一组织的补考，补考及格
(合格)者《义务教育证书》可记
初中毕业水平；补考仍不及格
(不合格)或基础性发展目标评
价其中一项为D级者，《义务教
育证书》不得记初中毕业水平。

游游泳泳
竞竞赛赛

10日，纪念毛泽东主席为中
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发展体育
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发表63周年
暨滨州市游泳比赛在中海情人岛
举行，共有60余名游泳爱好者参
与。本次比赛由滨州市体育总会
主办，滨州市游泳协会协办。
本报通讯员 张树岐
本报记者 王领娣 摄影报道

第第二二届届诵诵读读经经典典比比赛赛报报名名啦啦
获奖选手将有机会参加省比赛

本报6月10日讯(通讯员
吴延香 记者 郗运红 )

由中共滨州市委宣传部、
滨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办公室、滨州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滨州市教育局、共
青团滨州市委、滨州市妇女
联 合 会 主 办 的“ 书 香 滨
州——— 2015全市第二届诵读
经典比赛”将于6月至7月举
办，现已进入报名阶段。

本次大赛设成人组、青
少年组两个组别，要求参赛
者具备一定诵读水平的朗诵
艺术爱好者，参赛选手年龄、
职业不限。作品主题鲜明，内
容积极向上，鼓励以“纪念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主

题的优秀原创作品参赛。
活动分为宣传发动、县

(区)选拔赛、全市总决赛、颁
奖活动四个阶段。6月11日—
6月25月为县(区)选拔赛时
间，由各县(区)和市直依据
选拔赛成绩，择优选送成人
组作品2个，青少年组作品1
个参加全市总决赛。

全市总决赛将邀请山
东省知名朗诵艺术专家担
任评委，评选出一、二、三等
奖和优秀组织奖，届时将为
获奖选手颁发获奖证书和
奖牌。获奖选手还将被吸纳
为滨州市朗诵艺术协会会
员，同时选送优秀选手代表
滨州市参加山东省诵读经
典比赛。

本报6月10日讯(通讯员 马
振棣 王佩珍 记者 郗运红 )

为在广大青年中营造爱读书、
读好书的氛围，团市委拟举办“悦
读青春·书香滨州”系列读书活
动，在6月9日-6月20日期间面向
社会征集活动logo，征集到的优
秀作品将作为“阅读青春·书香滨
州”活动标识使用。

本次征集内容要求体现“悦
读青春·书香滨州”主题，展示滨
州青年活力、城市特色与文化底
蕴，具有强烈的亲和力和影响力。
取字来源于规范汉字或者英文字
母，为大众所熟悉。设计作品应具
有较强的可辨性，不能与其他标

识近似或雷同，便于放大缩小；形
象健康向上，符合“悦读青春·书
香滨州”定位和形象风格；构思新
颖、创意鲜活，富有时代感，给人
耳目一新的感觉；Logo形象易于
记忆，具独特意义且没有歧义。

作品手绘或使用电脑软件绘
制皆可，电子作品请采用JPG、
GIF、BMP格式图片。同一作者投
稿数量不限，投稿邮箱bztswxcb@
126 .com，应征者请将《应征作品
信息表》（请登入团市委网站下
载）签字或盖章后，拍照或者扫描
成照片一并发送。征集活动将设
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
3名，分别给予一定的奖励。

“悦读青春·书香滨州”征集Logo

年年底底前前建建成成案案件件质质量量评评查查系系统统
2015年全市检察信息化建设要全面建设检察专线网

本报6月10日讯(通讯员
宋朋 记者 王领娣 ) 10日
上午，全市检察机关全面推进
检察信息化建设工作会议召
开，2015年全市检察信息化建
设要全面建设检察专线网，以
边界接入平台为基础，全面建
设检察专线网数据分中心、云
存储中心和互联网检务中心，
打造“一平台三中心”信息化
建设格局，着眼于信息资源融
合共享，深度应用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手段，

不断推动信息化建设成果转
化为现实战斗力。

邵汝卿在会上在会上说，
目前，市院正与总参57所商谈
电子卷宗研发事宜，7月底前
将正式上线运行。同时，要提
前做好电子卷宗统一移送的
试点准备工作，选好试点单
位，为8月底前全面推行该系
统积累经验。年底前，要建成
案件质量评查系统，实现案件
网上评查、记分、复查、复议、
公示等背对背评查。

“研发涉案财物‘物联网’
管理平台。通过检务通移动终
端、APP软件、手持式仪器，借
助条形码实现涉案财物从搜
查现场、实物交接、入库检验
管理到入库、出库的一系列链
式全生命周期流程管理。”邵
汝卿说，还要推进侦查信息化
建设，重视大数据在查办职务
犯罪案件中的应用，加快情报
支撑平台建设，完善舆情监
控、综合分析研判等系统，提
升运用侦查信息引导侦查办

案的能力和水平。当前，要重
点做好数据采集和录入工作，
千方百计扩大信息源数量，为
情报综合分析研判奠定基础。

“6月底前，完成‘两网两室’建
设；年底前，建成检察涉密网、
侦查信息网(非涉密网)、互联
网数据采集和存储支撑平台；
9月底前，实现市县两级院‘信
息 超 市 ’互 联 互 通 、资 源 共
享。”

49个小城镇

项目已启动

本报6月10日讯(记者 阚乐
乐 通讯员 屈文娟) 近年来，
小城镇建设作为新型城镇化工作
的一部分，推进力度也在逐年增
大。记者从滨州市城镇化办公室
了解到，今年，全市有50个小城镇
重点项目将投入建设，而截至5月
底，已有49个项目启动建设。

今年，滨州在小城镇建设中
即在做足特色上下功夫，提出“三
个围绕、三个推进”的做法，即围
绕加快人口和产业集聚，围绕完
善基础设施，围绕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推进产业向园区集中，推进
人口向镇区集中，推进居住向社
区集中。以12个全国重点镇、10个
省级示范镇和7个市级示范镇为
新型城镇化试点，重点推进试点
乡镇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公共服
务设施等方面50个过千万元项目
建设。截至目前，已启动项目49
个。

其中，惠民县最多，有13个项
目投入建设，包括李庄绳网会展
中心、胡集镇省级规范化中学、辛
店镇三座小学等。邹平县11个项
目，主要涉及魏桥镇老年康复中
心基础设施配套，韩店镇湿地公
园景观配套和长山镇中心初中建
设等项目。滨城区则主要集中于
三河湖镇，包括生态文化广场建
设项目、城市门站及LNG加气站
项目及三河湖社区沿街房建设项
目。

周六到中海公园

看非遗项目展演

本报讯 6月13日，全市将在
中海公园美食广场举办庆祝中国
第十个文化遗产日系列展演展示
活动，届时全市50多名非遗代表
作传承人将现场表演。现场还将
有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阶段性
成果展，滨州百年建筑图片展等
非遗文化项目展示。

(通讯员 刘新国 记者
郗运红)

滨州职业学院

教职工排舞大赛

9日下午，滨州职业学院教职
工排舞大赛在学院西附楼报告厅
隆重举行，来自全院13支代表队
近20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本次活
动是该院开展的“3135”群众性文
体活动成果的集中展示，活动开
展以来，各二级工会积极响应，发
挥主动性和能动性，创新突破。此
次大赛充分展示了教职工健康向
上、魅力无限的风采和团结奋进
的精神风貌，有效增强了全院教
职工的凝聚力，进一步锻炼了队
伍，活跃了校园文化生活，提高了
团队合作意识。
本报通讯员 徐媛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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