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44日日起起，，外外来来务务工工子子女女入入学学申申报报
分四个片就近报名，25日后不再受理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石振东

马上就要放暑假
了，暑假过后就要开始
新的学期。新学期外来
务工子女如何在烟台
市芝罘区申报上学？7
日，芝罘区教体局发布
了《芝罘区关于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
教育申报登记工作通
知》，今年外来务工子
女 入 学 申 报 时 间 为
2015年7月14日-7月25
日，报名分片进行，家
长可根据居住区域在
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
报名，其他时间不再受
理。

外来务工子女入学申报分片进行

符合规定条件的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入学申报登记的对象
为2015年拟在芝罘区公办小学一
年级、初中一年级接受义务教育
的非芝罘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凡申请在芝罘区就读小学一年
级的适龄儿童少年，截至2015年8

月31日要年满六周岁，且未取得
过小学学籍；凡申请在芝罘区就

读初中一年级的适龄儿童少年，
此前应在芝罘区小学就读且取
得芝罘区小学学籍。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申
报登记的时间为7月14日-7月25

日，共12天。其中幸福片区为7

月14日-16日上午，在烟台四中
初中部(芝罘区新胜路10号)申
报；只楚区片7月17日-18日上

午在鼎城小学(芝罘区楚毓路3

号)申报；黄务世回尧区片7月19

日-21日上午在黄务中学(芝罘
区隆中路29号)申报；城区等其
他区片7月22日-25日上午在工
人子女小学 (芝罘区大海阳路
11号)申报。家长可根据居住区
域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报
名，其他时间不再受理。

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即可申报入学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
资格需要认定。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即可申请入学：(1)截至招
生当年8月3 1日，父母等第一
法定监护人在芝罘区购买具
有政府合法审批手续并由具
有资质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
户口尚未迁入芝罘区的可在
芝罘区指定接收外来务工就
业人员子女的学校就读。(2)截
至招生当年8月3 1日，夫妻双
方或一方在芝罘区有稳定工

作，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
并缴纳社会劳动保险一年以
上且保证每年连续缴纳劳动
保险的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
女，可在芝罘区指定接收外来
务工就业人员子女的学校就
读。(3)截至招生当年8月31日，
在芝罘区注资5 0万元以上成
立公司并年缴税5万元以上的
投资人子女，可在芝罘区指定
接收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
学校就读。其他非芝罘区籍适

龄儿童少年可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到烟台外国语实验学校、
双语实验学校、东方外国语实
验学校、培英学校、中大德美
学校、崇文学校、星海艺校等
民办学校联系就读。

由教体局审查合格并安置
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要遵照规
定时间入学，对未遵照规定时
间入学或放弃入学的，教体局
将不再接收其在芝罘区公办学
校入学。

今今天天滨滨医医招招办办主主任任做做客客高高考考QQQQ群群
有报考问题您可以和高校老师唠一唠

本报7月7日讯(记者
李楠楠) 一本填完志愿，马
上就要迎来二本志愿的填
报了，二本高校招生的相关
招生政策备受关注。为解决
考生和家长的升学疑惑，近
日烟台高校老师将陆续做
客 本 报 高 考 Q Q 交 流 群
(100699719)，与考生、家长直
接对话。填报志愿，您对驻
烟高校有啥疑问，可进群与
高校的老师唠一唠。

“我孩子今年参加高
考，理科，考了547分，上一
个好点的二本有希望吧？上
烟台哪个高校适合？”本报
读者曲先生在本报高考QQ

交流群里问道。随着二本填
报志愿的临近，如何选择学
校和填报志愿成了学生和
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孩子能
否上个好大学？如何才能选

到心仪的大学？填志愿有哪
些技巧……诸多问题困扰
着家长。

许多家长像孙先生一
样都对今年的高考相关招
生政策极其关注，为给学生
和家长答疑解惑，本报特邀
请驻烟高校的相关招生负
责人做客本报高考QQ交流
群，为考生和家长一一解
答。

本报8日下午2：30-4：30

将邀请滨州医学院招办主
任张玉丽做客本报高考QQ

交流群，对今年的招生政策
等相关问题，为广大学生和
家长一一解答。

家长可咨询的问题范
围包括：2015年烟台各高校
招生计划、录取分数线、如
何填报志愿、以及学校的相
关办学特色等问题。

同同伴伴溺溺水水，，不不要要手手拉拉手手盲盲目目施施救救
暑假将至，市教育局发布安全通知

本报7月7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 本周中小学考试结束
后，就要迎来一个多月的暑假
了。为此，烟台市教育局办公
室专门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
暑假期间学校安全工作的通
知，其中就要求学校教育学生
遇到同伴溺水时要智慧救援，
不要手拉手盲目施救，减少和
杜绝学生溺亡事件的发生。

暑期将至，烟台市教育局
办公室各个学校要开展一次
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校舍、
设施设备以及教育教学和日
常管理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
进行彻底排查，通过建立和完

善安全风险清单、安全责任清
单。

针对暑假容易发生的安
全事件特点，学校要通过安全
教育课、主题班会等有效途
径，采取案例分析、警示教育、
观看宣传片、请专家讲座等多
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
知识教育和法制教育，切实提
高师生自我防范能力和应对
突发事件的能力。尤其要针对
全市水库、池塘、河流众多以
及海岸线长的特点，做好学生
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教育学
生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
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

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
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
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
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
下水施救。特别要教育学生遇
到同伴溺水时要智慧救援，不
要手拉手盲目施救，减少和杜
绝学生溺亡事件的发生。

暑期，市教育局将举办安
全教育与管理培训班，对部分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负责
人进行培训。各县市区教体局
和学校要按照逐级培训的原
则，利用假期分别对学校安全
管理员、安保人员、食堂从业
人员、校车驾驶员等进行不同

层次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暑假期间原则上不得组

织师生集体外出活动，特殊原
因确需组织师生集体外出的，
必须经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审
批同意后方可组织实施。组织
集体外出活动，要按就近、安
全原则，提前对活动线路进行
勘测，制定活动方案和应急预
案，强化交通、饮食等方面安
全管理，安排学校领导带队和
足够的教师负责管理，明确各
岗位、各环节安全职责，落实
安全措施，坚决防止各类安全
事故发生，保证师生活动安
全。

家长注意

报名时需带齐证件

报名时，需由家长携孩子，持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规定证件原件
和复印件报名登记，并接受资格审
核。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规定证
件(提供以下三类证件之一即可)：(1)

在芝罘区购房的要提供父母等第一
法定监护人的房产证以及含有父母
等第一法定监护人和该适龄少年儿
童的户口簿。(2)在芝罘区(或市里)缴
纳劳动保险的要提供父母双方(若
只有一方有保险则只提供一方)在
芝罘区(或市级)社会劳动保障部门
办理的历年社会劳动保险缴费证
明、社会劳动保障部门认可的劳动
合同、含有适龄儿童少年和其法定
监护人的居住证、租房合同以及含
有父母等第一法定监护人和该适龄
少年儿童的户口簿。(3)在芝罘区注
资50万元以上成立公司并年缴税5

万元以上的要提供投资人身份证、
投资人及其子女户口簿、营业执照、
缴税证明、含有适龄儿童少年和其
法定监护人的居住证。

注意，入小学的还要提供适
龄少年儿童健康体检表、计划免
疫证和预防接种完成证明。家长
要如实填报入学信息，按要求提
供真实证件，如因填报信息或提
供证件不实造成孩子无法入学的
后果，由家长承担。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中国四人制排球公开赛

12日在鲁大开赛

本报7月7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曲志钢) 7日，记者从

鲁东大学获悉，2015中国四人制排
球公开赛将于12日在鲁大开赛，这
是十多年来，烟台地区举办的唯
一的全民健身性质的排球项目国
字号大赛。现场分为专业组和业
余组，有爱好排球的市民也可现
场报名参加业余组比赛。

据介绍，为更好地宣传推广全
民健身，促进排球运动的普及发
展，鲁东大学今年承办了“2015中国
四人制排球公开赛(鲁东大学站)”
并围绕此次赛事活动举办“公园排
球”全民健身活动。其中，专业组男
子大学生队由承办方邀请全国高
校体育教育专业院校组队参加比
赛。参赛队有鲁东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郑州
大学、武汉体育学院，共8队。

男女混合业余队由“烟台市公
园排球全民健身活动月”报名参赛
的业余球队进行海选，取得优胜的
8支队伍参加比赛。采用中国排球
协会2014-2015年中国四人制排球
规则。设定前场区(羽毛球场地前发
球线)进攻限制特殊规则。

比赛日期为7月12日，比赛地
点为鲁东大学羽毛球馆、1号体育
馆。业余组欢迎广大市民报名，凡
身体健康、热爱排球运动的均可
报名参加(伤病队员不得参与)。参
加比赛的4名队员中至少有1名女
队员。本次比赛不收取报名费、保
证金等任何费用，参赛人员需自
行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如不购
买，组织方和举办方不承担任何
责任，最终解释权归组织方所有。
报名队伍服装尽可能统一。

各参赛队请于7月10日前将报
名 表 电 子 版 发 送 到 邮 箱 ：
1066712911@qq.com，逾期报名视为
弃权。市民也可在鲁大羽毛球馆
现场报名，报名电话：13573508236。

专业组第一名奖励4000元、第
二名3000元、第三名2000元、第四
名-第八名1000元。业余组前八名
奖励阿迪运动产品或果维康产
品。凡是参赛队员均可获得果维
康饮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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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平面咨询汇，助您一臂之力
只要您有高招问题，可联系我们，本报记者将联系高校

和在校学子，为您解答。在本报“高招汇”期间，只要您有孩
子上大学的问题，即可通过多种方式联系本报，本报特推出

“高考2015平面咨询汇”栏目，针对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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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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