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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区17日至21日审核初一新生，19日起小学招生报名

去去小小学学审审核核，，家家长长一一定定带带着着孩孩子子
本报泰安8月13日(记

者 白雪 实习生 杨红)
根据泰山区教育局安

排，8月17日到21日，泰山区
初中统一审核新生材料，8
月19日、20日、21日、24日，
泰山区小学统一招生报
名。各校具体审核时间可
与学校联系咨询。与往年
不同，今年小学新生审核
家长需带孩子一同前往。

小学毕业生上初中

17日可查询学校

8月17日到21日，泰山
区初中统一审核新生材
料。17日，符合在泰城暨泰
山区就读的小学毕业生首
先登录招生网站登录http:/
/tsedu. 993721 .net，查询初

中资格审核学校，然后在
规定时间内持户口簿、小
学毕业证(学籍证明)、监护
人房产证和购房单据或其
它相关房产交易证明等材
料到初中资格审核学校报
名并签定诚信承诺书，由
初中学校审核材料(具体时
间请与初中学校联系)。

初中资格审核学校是
根据学生的电子档案信息
初步确定的审核资料学
校，并不意味着一定被该
校录取。只有通过学校审
核、家访，所有的材料查证
属实并符合在该校就读条
件且学校有足够的容纳能
力，该校才填写《泰山区
2015年中学招生录取简明
登记表》。后经教育行政部
门审批，学校最终确认录

取。未被录取的，将根据你
的电子档案按照政策统筹
安排到其它初中学校就
读。经审核不符合就读条
件的需回户籍地就读。

小学毕业生8月26日查
询录取结果，并在规定时
间到初中录取学校报到。

适龄儿童上小学

材料一定带齐全

8月19日、20日、21日、
24日，泰山区小学统一招
生报名。家长持户口簿、监
护人房产证和购房单据或
其它相关房产交易证明、
出生证明等相关材料陪同
适龄儿童到相关小学报名
并签定诚信承诺书，由学
校采集信息，建立电子档

案。不符合就读条件的需
回户籍地就读。

在学校建立电子档案
只说明适龄儿童具备了在
泰城暨泰山区的就读条
件，并不意味着一定被该
校录取。只有经过学校审
核、家访，所有材料查证属
实并符合在该校就读条件
且学校有足够的容纳能
力，该校才填写《泰山区
2015年小学招生录取简明
登记表》。后经教育行政部
门审批，学校最终确认录
取。未被录取的，将根据其
电子档案按照政策统筹安
排到相关小学就读。

8月27日查询小学录取
结果，并在规定时间到录
取小学报到。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记者
邢志彬) 泰安市公安局刚刚

开展的“社会治安秋季攻势”，
将继续把打击黑恶霸痞犯罪作
为主攻方向。建立黑恶霸痞违
法犯罪“黑名单”库，根据违法
情况不同，将涉案人员划分为
红色、橙色、蓝色三类，精确管
控。

泰安警方经过一段时间研
究筹备，制定出建立黑恶霸痞
违法犯罪“黑名单”库的实施方
案。方案的核心是逐类细分，动
态掌控，预防和减少案件发生。

警方首先划定了“黑名单”
库人员范围。根据涉黑涉恶重
点人群的社会危害程度及目前
状态，将公安部规定的涉恶9类
案件和故意伤害案件的涉案人
员划分为三类，分别根据犯罪
性质对应红色、橙色、蓝色预警
管控机制。

红色预警主要是这10类犯
罪网上在逃人员和正在侦查的
10类案件涉案人员；橙色预警
是需要重点管控人员，包括三
年内有9类犯罪前科、一年内有
故意伤害前科已依法处理和被
判处缓刑、假释、劳改释放未满
1年人员。蓝色预警对应10类犯
罪中除去上述两种情形外的人
员。

对红色预警人员，时时研
判，及时抓捕归案。对橙色预警
人员，每月一研判，有证据证明
涉嫌违反犯罪的及时纳入红色
预警。蓝色预警系统每季度一
研判，视情调整预警级别。经过
研究梳理出重点管控对象，纳
入管理。

所有黑恶霸痞违法犯罪人
员信息都会及时录入“黑名单”
库，将与其他部门、社会单位犯
罪信息相互通报、交流交换。对
列入“黑名单”库人员备选同级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会及时
通报相关机关。

公安机关还将继续用公开
通缉的方式震慑犯罪。截至2015
年7月份，全市共发布市级公开
通缉令6批27人，已抓获23名，到
案率达85 . 2%。其中到案的23人
中有13人为投案自首，自首率
为56%，充分显示市级公开通缉
令的震慑力。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记
者 赵兴超 ) 随着中小学
报名临近，无房、租房居住的
家长们扎堆到房产交易中心
查询房产档案、开具房屋租
赁证明。交易中心本周末加
班办理，日常延时一个小时
服务。房客房东记得都要本
人携带原件材料到场，材料
齐全立等可取租赁证明。

13日，在建设大厦房产
交易中心租赁办公室，十多
位市民排着队等待办理房屋
租赁证明，其中，有十位市民
都是学生家长。

而许多前来开具证明的
家长，没有准备充分，一些材
料准备不齐全，一来二去耽
误不少时间。工作人员介绍，
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
明，需要三方面资料：1、房屋
租赁合同，2、租赁双方当事
人身份证明，3、房屋所有权
证及其他权属证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房
东及房客本人都需携带原件
到场，商品房销售合同或拆
迁协议等都能作为产权证
明。没有产权的城乡结合部
或农村房屋，可由所在社区

或村居委会开具房屋证明。
进入中小学报名时间段

以来，租赁办公室每天办理
数量成倍增加，为加快速度
保证不耽误孩子报名入学，
原先3天的办理时间被提高
到只要材料齐全立等可取。
本周末(15日、16日)泰山区及
岱岳区房产交易中心查档、
收费、租赁窗口加班办理业
务。工作人员提醒家长们，如
果房客或房东本人确实无法
到场，可由家属代办，但需提
供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及
社区关系证明等材料。

房屋租赁合同需注意，
应写明租赁双方、房屋坐落、
租金、租赁面积期限等事项。
租赁方是个人的，需提交双
方身份证件，租赁方是单位
的，需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复印件、委托书、委托人身
份证，还需在租赁备案申请
书加盖单位公章。如无房屋
权属证书并且也没有买卖合
同及拆迁协议的，需提交该
房屋符合城市(村镇)建设规
划、无安全质量问题的证明，
加盖所在村(乡)建办公章。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
(记者 杨思华 ) 本报携
手盛华·天竹佳苑共同举
办的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启
动，参与团购即可享受最
低4920元/㎡起的冰点价
格，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20
日，有意者赶快报名参与
吧。

盛华·天竹佳苑是盛
华置业斥资近20亿元打造
的“江北第一竹林景观大
盘”。项目位于泰山区东部
城区与开发区交汇处，地
处旅游风景区，天烛峰路

与擂鼓石大街交汇处，周
边教育、商业、医疗配套醇
熟。

小区囊括了高品质住
宅、豪华商业街区、国际标
准建造的社区幼儿、五星
级豪华会所、高标准园林、
豪华写字楼，构建了泰城
东部首个集居住、购物、教
育、休闲、商务多元功能于
一体的国际城市综合体，
品质生活清晰可见。

本报联合盛华置业举
办的大型团购活动，共推
出 6 8套臻品房源等您挑

选。凡通过齐鲁晚报·今日
泰山报名参与本次团购的
购房者，在活动期间均可
享受最低价购房。户型设
计有从90-140㎡多种户型，
两室两厅一卫、三室两厅
两卫、四室两厅两卫的不
同设计，满足购房者对不
同户型的需求。

均价5280元/㎡的价
格，已经席卷了泰城东部
区域，通过本报进行报名
参与，立刻享受9 . 5折的优
惠政策。最低4920元/㎡起
的冰点价格让您真正低价

买好房，更是泰城东部唯
一低于5000元/㎡社区了，
68席臻品府邸等您参与，
享受新的生活，在此拉开
帷幕……

市民通过本报报名
后，可直接到天竹佳苑营
销中心了解项目详情并进
行现场挑房选房，参观项
目样板间，实地体验未来
的居住空间。

报名时间：即日起截
止到9月20日

报名电话：6982118、
18653881193

本报泰安8月13日讯(记者
王世腾) 13日起，佛光路部

分路段翻修，需封闭施工，33路
结合道路实际临时调整取消佛
光路、泰山区疾病防控中心等5
个站点。

33路临时调整如下：33路由
卜蜂莲花发车后，沿原线路运
行至佛光路与创业大街交叉路
口处，不再沿佛光路北行，由交
叉路口处调头返回卜蜂莲花。
届时，33路不再经过佛光路、泰
山区疾病防控中心、泰安第十
九中、山东服装学院、水牛埠村
5个站点。待该路段具备通行条
件后,33路将立即恢复原线路运
行。

相关新闻

孩孩子子入入学学，，家家长长开开租租赁赁证证明明扎扎堆堆
周周末末加加班班，，房房产产交交易易中中心心三三处处可可办办理理

本报携手盛华·天竹佳苑推出大型团购

6688套套好好房房任任您您挑挑，，最最低低44992200元元//㎡㎡

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开具地点原则上分区就近
办理，泰山区及岱岳区有三处办理地点，家长们可以先
拨打电话了解办理指南，再准备齐全材料一次办理。

1、泰安市房产交易中心房屋租赁管理办公室
地址：建设大厦二楼西厅，电话：8281996。
2、泰安市房产交易中心泰山分中心
地址：东岳大街东段泰山区房产管理局一楼房产

交易大厅，电话：6118686。
3、泰安市房产交易中心岱岳分中心
地址：泰山大街西段岱岳区房产管理局二楼房产

交易大厅，电话：8565359。

相关链接

办公室前家长们等待办理租赁证明。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黑恶霸痞人员

列入黑名单

33路公交线路调整

取消5个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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