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服药改变男人一生
医学界重大突破 全球第一款绿色荷尔蒙产品 国内首发

香港参杞胶囊上市以来，效果成了
最好的广告，销量在男性产品中雄踞第
一，堪称是男性产品中的典范，香港参
杞胶囊经香港专家组潜心研制，严格的
临床经验，确切的疗效。香港参杞胶囊
被业界誉为男性专用增大，增粗，增长
纯中药产品，只需一个疗程彻底改变男
人一生。

香港参杞胶囊古老神奇的1 8味中草
药配方【不予公布，纯属于专利保密配
方，敬请谅解】经现代医学顶级生产工
艺，高科技生物萃取技术，和先进中药
螯合技术，凝练出超级调补分子团，能
使器官增粗，增大，前列腺泌尿顽疾完
全消失。

香港参杞胶囊无年龄限制，糖尿病，心
脏病高血压都可以放心服用。不热、不燥、不
头晕、眼花。

香港参杞胶囊30分钟在温馨怡人环境
下立即勃起。

7天解决阳痿早泄，杜绝神疲乏力；
3 0 天 ：实 现 自 然 在 增 长 ，延 时 ，即 使 老
年男性亦能雄风大展；一周期 ( 1 2小盒 )

牙齿坚硬、头发发黑，尿频、尿急、尿不
尽、起夜现象完全消失，前列腺得到根
本修复。

29元/盒 12盒一疗程
终生只需一疗程，货真价实，绝无赠品

每人限购一疗程，多买不卖，敬请谅解

订购热线：0535——— 6650370
香港辉瑞制药生物科技集团公司出品
地址：烟台同济堂大药房(振华购物中心西
侧原老百货大楼西天桥下) 免费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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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开奖公告

本本周周日日，，免免费费鉴鉴宝宝等等你你来来
报名截至7月10日下午5点，赶快拨打15564521443报名吧

本报7月5日讯(记者 马杰)

收藏大师7月12日即本周日就
将来到烟台免费鉴宝了，报名截
至7月10日下午5点，这是获得跟
专家亲密接触的最后机会，对于
藏友来说，错过了将是一大憾
事，请藏友们抓紧时间报名，报
名电话15564521443。

“奶奶留给我的长命锁能鉴
定吗？”“就拿几枚铜钱去鉴定会
不会太寒碜？”上周，红星美凯龙

“点匠·烟台”公益鉴宝活动报名
火热，目前已有来自烟台各县市
区以及外地的70余名藏友报名，
登记大小藏品近两百件。在报名
过程中，藏友们最纠结的问题就
是怕自己的东西不好，拿出来让
大家笑话。主办方举办此次鉴宝
活动旨在请专家现场坐镇，不但
为藏友们辨别真伪，也能讲解一
些鉴别藏品的知识，为您的收藏
与投资做出专业建议。到场的藏

友们也可互相交流收藏心得，分
享经验。所以，无论藏品是大是
小，只要您想请专家鉴定，都可
以报名参加。

此次鉴宝活动完全免费，
不收取任何费用，分为字画、陶
瓷、玉器、青铜器、家具、杂项等
类别。活动当天，三位收藏专家
现场坐镇，为您的藏品找到“出
身”。报名者可以看到专家鉴定
各种古玩文物真伪的全过程，

还可以与专家交流，向专家提
问。

现场鉴宝顺序由报名先后
决定，早报名就能早“占座”，报
名截至7月10日下午5点。专家在
等你，赶快行动吧！

活动时间：7月12日下午1点
活动地点：红星美凯龙建材

商场(芝罘区黄务立交桥西南侧)

报名方式：
1 、电 话 、短 信 报 名 ：

15564521443 马女士
2、网络报名：请加入QQ群

161810001

注意事项：
1、报名时请提供姓名、联系

方式、地址、藏品数量、名称及类
型等信息，工作人员登记后会告
知报名者报名序号，请记好报名
序号。

2、每位藏友可携带1-5件藏
品到现场进行鉴定。

同样分数填同一志愿

先录取位次靠前的

假设山东大学经济学专业
只投放计划1人，但同样考了670

分的两位理科考生如果都填报
了山大经济学专业，该录取哪一
个？

据悉，考生投档分及志愿相
同但不能全部投档时，则按位次
投档。夏季高考考生位次确定办
法如下：文史类按照投档分、语
文、文科综合、数学、外语的顺序，
理工类按照投档分、数学、理科综
合、语文、外语的顺序，依次比对
成绩，成绩高者位次在前。春季高
考考生位次按以下办法确定：所
有科类均按照投档分、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语文、数学、英语的顺
序，依次比对成绩，成绩高者位次
在前。考生投档分及各单科成绩
均相同时，比对随机码，随机码小
的位次在前。随机码已在高考前
由计算机生成。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本报7月5日讯 (记者 李楠楠 ) 5

日，全市中考志愿填报接近尾声，6日考
生须到原就读初中学校打印志愿确认
表，由学生及家长签字后交原初中学校。
10日开始中考录取工作，如考生未到学
校进行志愿确认，不能参加录取。

据悉，今年中考考生填报志愿时间为
7月3日至5日。考虑到今年为首次实行网上
填报志愿，为尽可能避免漏报，填报志愿
时间延长至6日上午10：00，因各种原因未
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填报志愿的考生可在
此期间进行补报，逾期一律不再受理。

6日，完成网上志愿填报的考生须到
原就读初中学校打印志愿确认表，由学
生及家长签字后交原初中学校。如考生
未到学校进行志愿确认，不能参加初中
起点“3+4”本科、五年制高职、三二连读

高职和普通高中招生录取。
志愿确认结束后，10日起，烟台市将

对各批次进行录取。第一批次初中起点“3
+4”本科录取，7月10日至14日；第二批次
普通高中录取，7月16日至30日。统招生录
取具体安排为：7月16-17日：芝罘区、高新
区和开发区；7月18-19日：牟平区、莱山区
和福山区；7月20-21日：蓬莱、长岛和栖
霞；7月22-23日：招远、龙口和莱州；7月24-
25日：海阳和莱阳。统招生录取完成后进
行自主招生和特长生录取；第三批次五
年制高职和三二连读高职录取，8月1日至
2日；第四批次普通中专、职业中专和技工
学校，8月4日至20日。

考生和家长要注意的是，录取工作
由第一批次开始依次进行。已被录取的
考生一律不能参加下一批次录取。

本报7月5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 5日，今年高考重头戏
之一的一本志愿填报结束，错
过了这次填报，考再高的分都
是白忙活！志愿填报结束后，从
14日开始录取，23日录取结束，
期间没被录取的考生还有一次
征集志愿的机会。

5日9：00-17：00，文理类本
科一批、地方高校专项计划、体
育类本科批第一次填报志愿，
自主招生批志愿(含艺术特长
生资格、部属高校面向农村学
生单独招生资格)填报结束。

1 4日开始将进入录取阶
段。据悉，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
数线按招生计划数与考生数之
比1∶1 . 2的比例划定。高校自主

选拔录取不低于本科一批录取
控制分数线。自主选拔录取测
算分数线按招生高校在我省调
整确定的招生计划数1∶1的比
例确定。

本科一批部属或外省属高
校按其确定的投档比例投档，
没有调整投档比例的，按其公
布招生计划1∶1的比例投档。本
科一批中的省属高校统一按公
布招生计划1∶1 . 05的比例投档。

文理类本科一批第一次填
报志愿均模拟投档2次。第一
次，按照已公布招生计划1∶1、1

∶1 . 05、1∶1 . 1、1∶1 . 2的比例分别
提供部属或外省属高校模拟投
档最低分数线，相关高校可据
此确定投档比例。第二次，根据

调整后的投档比例(未调整投
档比例的，按已公布招生计划
的1∶1)，提供模拟投档最低分
数线，相关高校据此确定最终
投档比例。

19日，文理类本科一批第
一次填报志愿录检结束。这是
否意味着，没有录取的考生与
一本无缘了呢？不要担心，还有
一次上一本的机会，那就是一
本征集志愿，20日将公布本科
一批征集志愿缺额计划。21日9

∶00至17∶00考生可以填报文理
类本科一批征集志愿。

征集志愿投档根据高校招
生计划缺额数，在生源范围内
按1：1投档，只要服从调剂，不
用担心退档。

本科一批调剂，根据高校
招生计划整体缺额数和生源情
况，按1∶1的比例确定调剂录取
投档线，之后在填报服从调剂
志愿的考生中随机投档。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高校
专项计划志愿在第一次填报志
愿和征集志愿投档时，均先投
常规计划志愿，再投地方高校
专项计划志愿。在调剂录取时
符合条件的考生先调剂录取地
方高校专项计划，再调剂录取
常规计划。山东师范大学、曲阜
师范大学如果需要调剂，只调
剂菏泽市符合条件的考生，其
他高校只调剂菏泽市外的其他
财政困难县考生。

23日，今年一本录取结束。

一一本本志志愿愿填填报报结结束束，，1144日日开开始始录录取取
没被录取的高分考生不要沮丧，可在征集志愿环节“捡漏” 相关新闻

中考生们注意啦

今天务必返校确认志愿
10日开始中考录取，未确认志愿的考生不能参加录取

本报特推出“2015高考平面咨
询汇”栏目，针对考生和家长关注
高考招生录取政策等问题，替您咨
询相关院校，相关政策等。为您顺
利考上理想学校助一臂之力。
具体活动方式为:

齐鲁晚报高考交流群:100699719

烟大新生群:454808750

鲁大新生群:464774658

山工商新生群:464793842

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学校关
注参与。

录取时间表

自主招生批投档、提供四条模拟线

自主招生批录检

艺术类本科一批、体育类本科批第一次填报志愿投档

艺术类本科一批、体育类本科批第一次填报志愿录检

文理类本科一批第一次填报志愿模拟投档

文理类本科一批、农村专项计划第一次填报志愿投档

文理类本科一批、农村专项计划第一次填报志愿录检

数据整理，公布本科一批征集志愿、农村专项计划征集志
愿缺额计划

7月14日12∶00前

7月14日14∶00-15日17∶00

7月14日

7月15日至19日

7月16日8∶30-17日12∶00

7月17日17∶00前

7月18日-19日

7月20日

7月21日9∶00-17∶00

7月22日12∶00前

7月22日14∶00-23日17∶00

填报文理类本科一批、农村专项计划征集志愿(含是否服
从调剂志愿)，艺术类本科一批、体育类本科批第一次征集
志愿，文理类本科二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一次填报志愿

数据整理，投档

文理类本科一批、农村专项计划征集志愿(含是否服从调
剂志愿)录检，艺术类本科一批、体育类本科批第一次征
集志愿录检

22001155高高考考平平面面咨咨询询汇汇

助助您您一一臂臂之之力力


	J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