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刘
洁) 16日，记者从威海教育局获
悉，2015年军队院校和国防生院
校在山东共招收普通高中毕业
生1682人，均为本科层次。今年
取消普通高中往届毕业生报考
限制，契合条件的普通高中应
届、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

2015年，军队和武警部队31
所军校在山东招收1044人(男生
1016人，女生28人)，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65所高校招收国防
生 638人(男生 627人、女生 11

人)，共1682人，均为本科。与往
年相比，报考军事院校和国防生
的对象条件有所调整，年龄不低
于17周岁(1998年8月31日前出
生)、不超越20周岁(1995年9月1
日后出生)；取消普通高中往届
毕业生报考限制，契合条件的普
通高中应届、往届毕业生均可报
考。符合报考军校和高校国防生
条件的考生，必须参加省军区统
一组织的政治考核和军检，政治
考核时间为6月11日—29日。

2015年，军检组织顺序有所

调整，高考成绩公布后，由省应
考院组织考生网上填报意愿集
中组织考生网上填报志愿，根据
考生填报志愿情况，区分招生院
校按照男生1∶3、女生1∶5的比例
确定参加军检人员名单，全省设
济南1个军检站，省军区招生办
公室对军检站实施全面领导。军
检时间为6月30日至7月6日，地
点为济南市鲁慈体检中心(花园
路与七里河路交叉路口往北100
米)，考生可通过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网站(www.sdzk.gov.cn)自行

查询。
军校和高校国防生在本科

提前批录取，设置军校和国防生
志愿。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根据省
军区招生办公室提供的政治考
核、军检合格考生名单，依据考
生志愿和高考文化成绩，区分性
别及指挥类、非指挥类，按照院
校招生计划数的110%投档(投档
数量按照四舍五入取整)。烈士
子女、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现
役军人子女，在投档比例范围内
优先录取。

往往届届毕毕业业生生可可报报考考军军校校国国防防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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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练思思维维力力，，来来生生命命智智慧慧夏夏令令营营
报名咨询电话18863177970

本报 6 月 1 6 日讯 (记者
刘洁 ) 培养思维力是每个人
从小必须做的练习和成才途
径，它是智慧的核心，参与、支
配着一切智力活动。这个暑假
来威海参加青少年生命管理
智慧夏令营，专业的生命教育
团队训练你的思维力。

“最核心的教育是教给孩
子思维。”本届生命管理智慧
夏令营主导师仇善文说，孩子
最终要离开学校，学会融入社

会，而离开学校后，最有用的
就是思维。近几年，很多高校
的自主招生面试越来越注重
考验孩子的思维、语言表达、
形象礼仪、气质、自信等方面，
考得是学生的平时功夫。本届
生命管理智慧夏令营设置思
维 力 训 练 课 程 ，并 聚 焦 表 达
力、自信力、意志力、沟通力、
想象力、行动力和观察力其他
7 大优秀品质，通过体验、互
动、尝试、实践的形式，让孩子

在知、行、玩、乐中得到科学系
统的训练。

“青少年生命管理智慧夏
令营”由威海仇善文专业生命
教育团队和职业军官联合护
航，共办六期，每期五天，身体
健康，10周岁以上的全省中小
学生都可报名。

第一期：7月 6日～ 7月 10
日；第二期：7月 13日～ 7月 17
日；第三期：7月 20日～ 7月 24
日；第四期：7月 27日～ 7月 31

日 ；第五期：8 月 3 日～ 8 月 7
日；第六期：8月 10日～ 8月 14
日，本次训练营实行一费制，
单期费用为 1680元/人，项目
包括：训练营活动费、专家课
时费、饮食费、住宿费、场地
费，以及威海一日游的旅游费
用等，开营前后的交通往返费
用由营员自行承担。营员需自
备个人换洗衣物、洗漱用品。
咨询电话18863177970，0631
-5203337。

环翠区培训

工伤网上申报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刘曙光) 日前，环
翠区人社局组织开展工伤网上申
报业务培训活动。

培训期间，环翠区人社局医
保处工伤科工作人员针对工伤网
上申报的流程、规范表格填写的
内容、如何上传电子文档及所传
文件的格式和标注等，进行重点
讲解。

培训主要面向环翠区所有发
生工伤事故的企事业用人单位，
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事先在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办理过社保登记开户
手续，并开通了社会保险网上申
报系统用户。本次培训主要针对
城区50多家企事业单位，后续将
分批次到110余家乡镇企事业单
位现场给予指导培训工作。

母母婴婴
培培训训
近日，环翠楼办事处妇联

邀请了专业月嫂进社区开展
“新农村新生活”暨母婴护理知
识培训讲座，南山、杏花村、峰
泉、大众四社区的60多名妇女
参加。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荣成国税局

整治发票违法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冯琳
通讯员 于炳会) 日前，荣成

国税局全面开展打击发票违法犯
罪活动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成效。

荣成国税局该局持续保持打
击发票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
势。2014年共检查各类企业131
户，查处涉票违法企业131户，涉
及非法发票17960份，共实现稽
查入库各类税款1852 . 68万元，
同比增长45%，并向公安机关移
送案件1起；今年1—5月份，已组
织开展对成品油、陆路运输等 2
个重点行业企业的专项稽查工
作，累计查补入库税款1200余万
元。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冯
琳 ) 受“MERS”影响，赴韩游
遇冷。日本游及东南亚游“借机
上位”，成为今夏威海出境游热
门。16日，记者走访多家旅行
社，旅行社并未冷落韩国游市
场，而是抓紧时间“攒客源”，等
待MERS风波结束热闹开团。

新威路一家旅行社的相关
负责人李先生说，韩国团暂时
停发，但韩国自由行业务目前
仍然办理。多年来，韩国游一直

是威海出境游的“老大”，每年
各旅行社将韩国游作为重中之
重来规划。受MERS影响，韩国
游近期遇冷，大部分做出境游
的旅行社都将重心转移到日本
游、东南亚游等其他亚洲国家
市场。文化东路一家旅行社的
相关负责人赵先生说，受MERS
影响，为安全考虑，大多数旅行
社都选择停止发韩国团。预计
今年夏天，日本、东南亚线路会
成为热门，欧洲线路在暑期也

能小热一把。海滨路一家旅行
社的工作人员表示，尽管韩国
游 是 各 旅 行 社 出 境 游 的“ 大
头”，但今夏韩国游遇冷对旅行
社的打击也不是非常大，因为
许多亚洲其他国家线路比往年
火爆，如此一来可以“补缺”。

目前韩国游暂时“失宠”，
但旅行社并未冷落韩国游，而
是利用韩国游遇冷期积攒客
户。业内人士李先生说，之前退
韩国游团的以及最近报名咨询

的，旅行社都密切与他们联系，
随时为韩国团恢复发团做准
备。文化东路一家旅行社的赵
经理说，对于韩国游遇冷期这
段时间积攒的客户，他们会在
MERS风波结束后韩国团将重
启，给予他们一定的旅游优惠。

多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预
测，MERS风波结束后，由于各
旅行社之前积攒的客户，赴韩
游会出现小高峰，但赴韩游价
格预计不会降低或增加。

韩韩国国游游遇遇冷冷，，日日本本东东南南亚亚““捡捡漏漏””
不少旅行社“攒客户”等待韩国游重启

荣成将投850多万

增上新设备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龙桂圆 ) 随着新

《环保法》的实施，荣成市热电厂
将继续加大环保治理力度，今年
计划投资850多万元增上湿式静
电除尘器，实现粉尘超低排放。

2 0 1 4年荣成热电厂投资
1300万元，进行了脱硫、脱硝等
环保设施的安装并投入运行；安
装了24小时在线自动监控设备，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
要排放指标与省、市环保部门联
网，各项环保指标实现达标排
放；成功完成与天颐热电供汽管
道联网工程，实现了两个公司的
热源共享，这样高能高耗的35吨
锅炉正式停运，极大地改善了空
气质量。

今年计划投资850多万元增
上湿式静电除尘器，实现粉尘超
低排放，可以有效将烟尘排放浓
度控制在5mg/Nm3,酸(水)雾脱
除率达到90%；投资600万元建设
封闭煤场、渣库，以减少扬尘污
染；对所有冷却水进行回收改造，
防止污水排放，达到节能减排。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冯
琳) 16日上午，竹岛街道办残联
携手同心路、东窑、青岛路、文
昌、海天、四方六个社区在塔山
家家悦店举办了包粽子大赛，60
余名包粽子高手参加。最终1000
余个粽子送给30余个低保户成
员及残疾人。

15日上午9点，海天社区在
社区活动室开展了以“邻里守望

情深意粽”为主题的邻居节活
动。随后，社区居民们又用彩线
和纸壳制作五彩线粽和彩色毛
线编织小笤帚，社区又邀请了青
少年志愿者绘彩蛋，在每个鸡蛋
绘画出各种美丽的图案。

16日上午，竹岛街道残联携
手同心路、东窑、青岛路、文昌、海
天、四方六个社区在塔山家家悦
店举办了以“端午粽香送温情”为
主题的包粽子活动，60余名包粽
子高手参加。活动结束后，残联和
社区工作人员还将包好的1000多
个粽子蒸熟分送给社区的低保

户、重残疾人等30余人。
同时，竹岛街道办富华社

区、望海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志
愿者、党员和辖区一方幼儿园的
小朋友在社区活动室开展“大手
牵小手，端午浓情”为主题的端
午包粽子、作“猴子”等传统文化
活动。

千千余余粽粽子子赠赠低低保保户户残残疾疾人人

近日，威海经区审计局对
2015年全区上报的164户危房进
行逐户鉴定，现场严格测量核实
维修工程量，严把危房改造对象
认定关和危房质量鉴定关。目前，
危房现场鉴定工作已完成，认定
维修86户。

记者 陈乃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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