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高新新区区孩孩子子今今起起到到学学校校报报名名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到高新区社会事业发展局教育处报名

本报济宁8月11日讯(记者 岳
茵茵 通讯员 孟翔鲲 王衍民 )

11日上午，阜桥派出所民警在太
东大市场南门口的醒目位置安装了

“太白楼东路65”的新门牌。当天，济
宁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开始安装新门
牌。

此次门牌号分大、小两种型号，
大的主要是安装在较大企事业单位
门口，小的则是小一些的店面。门牌
号的起始是自东向西、由南向北排
序，道路两侧分当双号，东双西单、
南双北单。

据介绍，在分局户政部门的指
导下，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目
前市中警方已完成30段主要道路的
号码的规范编划、制作任务。济宁市
公安局市中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
刘玉萍介绍，截至目前，我们第一批
上报制作的门牌涉及15段主要道
路，其中东西走向为洸河路，太白楼
东路、太白楼中路、太白楼西路、红
星东路、红星中路、红星西路，南北
走向路段为建设路、古槐路、任城
路、王母阁路、共青团路、运河路、琵
琶山路、科苑路。第一阶段共制作各
类门牌2591个。

“从2015年5月份开始，我们对
市区主要道路门牌号码进行了统一
编划和制作。目前，正在集中开展安
装新门牌工作，这样既方便老百姓，
又为济宁市争创全国卫生城市、擦
亮城市这张名片做出积极贡献。”济
宁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副局长周中华
说。

济宁市公安局户政处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济宁市从今年年初开始
逐步推行此项工作，一共制作了
18316个门牌号，涉及103条街道。本
着先大道后小巷，先城市后乡村的
原则逐步推进，预计将在今年年底
全部完成。各县市区也在进展此项
工作。

103条街道

将装新门牌女女博博士士周周末末搬搬进进人人才才公公寓寓
任城区54名高层次人才有了“安乐窝”

本报济宁8月11日(记者
贾凌煜) 到任城区企事业单位
创业创新，能申请入住人才公
寓了。今年开始，任城区特地向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提供面积为
52至76平方米的公租房，每月
每平方米租金5.5元。8月4日，54
名符合条件者选定了公寓。

倪英丽是任城区农业局
引进的一名博士。4日，她选到
了红西佳苑的一套公租房。

“房子面积73 . 07平方米，里面
水电暖气齐全，小区里环境也
非常好。”5日，倪英丽已经领
到了公寓钥匙，这几日正在收
拾物品，准备周末就搬过去居
住了。这套公寓共两室一厅，

一家三口和公婆居住，虽然挤
了点，但比过去每天骑一个小
时电动车赶回位于二十里铺
的家里好多了。

像倪博士这样，选择到济
宁就业高层次人才还有很多。
今年任城区首次采取人才公
寓方式，解除了这些人才的后
顾之忧。此次分配的人才公寓
由政府投资建设，按照政府投
资、统筹安排、动态管理和只
租不售的原则，用于高层次人
才来任城区创业创新初期居
住的过渡性用房。

房源共60套，分别位于凤
凰怡居佳苑(4号楼东一单元6
-11层，共30套)和红西佳苑(3

号楼东单元4-11层，共30套)。
凤凰怡居佳苑小区位于济宁
电厂铁路线南、市第一粮库
西，户型设计为一室一厅，建
筑面积约52至60平方米；红西
佳苑位于红星西路北、济安桥
路西，户型涉及为二室一厅，
建筑面积约61至76平方米。

7月初，任城区启动了此
次人才公寓分配工作。经过报
名，最终区内企事业单位共60
名高层次人才确定参与。两次
抽签后，有6人弃权，最终54名
人才于8月4日进行了选房，8
月5日签订了合约。近段时间，
这些高层次人才将陆续搬入
人才公寓内。

本报济宁8月11日讯(记者 马辉 汪泷)
12日起，济宁高新区小学段招生开始报

名。符合服务区学校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
由家长携带相关相关证件直接到服务区学
校报名，由学校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合
格的按照学校通知领取入学通知书。

济宁高新区小学段入学年龄要求为
2009年8月31日前出生，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
童。初中段入学则需有高新区小学学籍，且
为2015年毕业生。

今年入学条件要求户籍所在地在街
道、社区且参与集体经济分配的家庭适龄
儿童、少年在街道办事处辖区服务区学校
就近入学。各街道所辖学校未经批准，不得
接收非本街道适龄少年儿童入学。

不参与村居集体经济分配的家庭适龄
子女入学原则上需要户口、房产、居住地址一
致，且房产为法定监护人所有。具体要求入学
适龄儿童户口与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

户口在同一户籍上，且户籍地址与实际居住
地址相符，应在实际居住所在服务区内学校
入学，入学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需提供身份证、全家户口簿、房产证明和
适龄儿童的出生证明、儿童预防接种证等。

入学适龄儿童户口与父母双方(或一方)
户口长期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籍上且实
际居住生活在一起，其父母名下确无房产，可
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房产地址所在服务区
学校入学，需提供全家户口簿、房产证明、适
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和由
房产管理部门开具的无房产证明以及适龄
儿童的出生证明、儿童预防接种证等。

12日至14日，符合服务区学校入学条
件的适龄儿童，由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携带入学条件规定的各种证件原件、
复印件及子女到服务区学校报名，由学校
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合格的按照学校
通知领取入学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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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济宁市各县市区
为吸引高层次人才来创业创
新，都设有人才公寓。

任城区人才公寓最长使
用期限为5年，每年进行一次
签约，期间若这些人才购房
或有了其他住处，可搬出人
才公寓。五年的时间，足够新
入职的高层次人才度过最难
关甚至积累一定资金，这也
有利于将人才公寓的职能发
挥到最大，让更多人才享受
到政府提供的服务。

今年是任城区第一次启
用人才公寓，面向的是全区
内引进的高端人才；区属企
业引进的全日制硕士、博士
研究生或技师、高级技师或
副高级以上职称人员；以及
区机关事业单位及镇招录的
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或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正
式在编人员。人才公寓的分
配按照高层次人才优先、企
业人才优先、逐步分批解决
的原则进行，今后还有可能
将申请对象扩展到更多人才
范围中。

本报记者 贾凌煜

相关链接

每年签约一次

购房者可搬家

街 道
办事处

学校 招生区域范围

洸
河
街
道
办
事
处

附小科苑
校区

琵琶山路以东，火炬路以
西，洸河路以北，金宇路以
南范围内（不含舜泰园小
区）。

附中高新
区校区小

学部

金宇路以北、琵琶山路以
东、火炬路以西，外加光明
小区、贵熙园、舜泰园小区
和警韵之家小区内属于洸
河办事处所属地段范围内。

附小冠亚
校区

火炬路以东、洸府河以西、
金宇路以南、洸河路以北范
围内。

附中高新
区校区东

校区

火炬路以东、洸府河以西、
金宇路以北范围内

附中高新
区校区初

中部

在洸河办事处辖区的小学
毕业，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
少年。

柳
行
街
道
办
事
处

柳杨小学
洸府河以东，金宇路（327国
道）以北，东外环以西区域
范围

柳行中心
小学

洸府河以东，金宇路（327国
道）以南，东外环以西区域
范围。

其他片区小学生就近到片
区小学就读。

柳行办事处辖区各小学生
毕业生升入柳行中学就读。

黄屯
王因
接庄

黄屯、王因、接庄三个街道
办事处所辖学校，及杨村煤
矿中学、济东中学、济东小
学按照原来惯例安排接收
服务区学生就近入学。

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学方面，如果因父母(或其他
法定监护人)在城区务工或经
商且长期生活居住，需在城区
学校接收义务教育的，其父母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需提交现
居住(租住)地证明、务工证明
或个人在城区缴纳的社保缴费
单据、经商营业执照等、居住证
(原暂住证)、户籍证明(全家户
口簿)、原户籍所在街道办事处
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
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以及适龄
儿童的出生证明、儿童预防接
种证等。实际务工(或经商)参
保、居住及居住证办理时间均
须满一年(截止到2015年8月31

日)且同时具备。
12日至20日，符合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条件的儿
童、少年，由父母(或其他法定
监护人)携带入学条件规定的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条
件各种证件原件、复印件及子
女，到济宁高新区社会事业发
展局教育处报名，并进行资格
审查。资格审查合格的，由社会
事业发展局教育处8月25日通
知领取入学通知书。

相关链接

进城务工人员居住一年

随迁子女才能入学

任城区人才公寓外景

附小冠亚校区老师给一年级新生上课(资料图)。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济宁高新区所辖学校招生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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