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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新泰城区中小学招生明起报名，取消“三代共居”招生条件

新新增增一一所所小小学学 四四校校学学区区调调整整

学校名称 招生计划

第一实验小学 700

第一实验小学青云分校 300

平阳小学 400

平阳实验学校 450

向阳实验学校 400

青云街道第一联办小学 240

青云街道明珠实验学校 200

新泰市燕鸣希望小学 200

青云街道福田学校 200

中国娃小学 180

合 计 3270

城区小学招生计划

学校名称 招生计划

实验中学 1200

青云中学 1100

金斗中学 800

新甫中学 800

合 计 3900

城区初中招生计划

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

咨询监督电话

单位（学校） 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

教育局
基教科：7225783 纪委：7224737

体卫艺：7250396 惠民中心：7222149

青云街道教育办公室 5378112 13793834876

新甫街道教育办公室 15376219299 13561758858

实验中学 7256856 18853891689

青云中学 7223507 13954861599

金斗中学 7237274 7225946

新甫中学 13953852308 7215909

第一实验小学 7237325 7235900

第一实验小学青云分校 7237325 7235900

平阳小学 7251146 7250738

平阳实验学校 7251148 7250738

向阳实验学校 7072328 7072328

青云街道第一联办小学 7223607 5378112

青云街道明珠实验学校 7227853 5378112

青云街道福田学校 7226987 5378112

燕鸣希望小学 7070727 5378112

中国娃小学 13954869616 5378112

1 .第一实验小学：金斗路以
东，府前街以北，平阳河以西，榆
山路以南。

2 .第一实验小学青云分校：府
前街以南，平阳路以东，青龙路以
北，平阳河以西；府前街以南，金斗
路以东，青云路以北，平阳路以西。

3 .平阳小学：青云路以北，平阳
河以东，榆山路以南，滨湖路以西。

4 .向阳实验学校：平阳河以东，
青云路以南，青云街道所辖区域。

5 .实验中学：铁路以东，青云
路以北，平阳河以西，瑞山路以
南。不招收寄宿生。

6 .青云中学：平阳河以东，青

龙路以北，滨湖路以西，瑞山路以
南。不招收寄宿生。

7 .金斗中学：铁路以东，青云
路以南，平阳河以西；青龙路以
南，新兴路以东的青云街道所辖
区域。不招收寄宿生。

8 .新甫中学：青龙路以北，铁路
以西；瑞山路以北的青云街道所辖
各村、社区；新甫街道所辖各村、社
区(西洛村、安全村、南公村实行弹
性学区，学生可以选择新甫中学或
新汶实验中学报名就读)。

青云街道、新甫街道所属小
学片区范围由青云街道、新甫街
道教育办公室负责划分并组织

招生工作。
(二)新泰城区民办学校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青云

街道教育办公室管理。
1 .平阳实验学校：青云路以

北，平阳河以东，榆山路以南，滨
湖路以西。

2 .中国娃小学：按照2012年5

月25日市教育局会议纪要精神，
招生范围：新泰城区适龄儿童。如
招生不足，学校可自主确定招生
范围、标准、方式，招收乡镇街道
的学生，小学毕业时，不符合在城
区就读条件的学生必须回属地的
乡镇街道学校上初中。

招生学区范围
市直公办学校

青云街道第一联办小学：金
斗路以西，榆山路以南，新兴路以
东，青云路以北及铁路以西、青龙
路以北、新兴路以东的西南关、蔡
家庄。

青云街道明珠实验学校：青
龙路以北，平阳路以西，青云路以
南，铁路以东。

青云街道福田学校：榆山路
以北，新兴路以东，瑞山路以南，

滨湖路以西及青云街道金果村、
东杏山村、尹家庄村、娄家庄村。

新泰市燕鸣希望小学：青龙
路以南、平阳河以西青云街道所
辖各村。

青云街道所辖学校

本报新泰8月18日讯(记
者 王伟强) 17日，2015年
新泰城区义务教育段学校招
生工作指导意见公布，今年
新泰城区小学计划招生3270

人，城区初中计划招生3900
人。有四所中小学改变招生
学区范围。

与2014年相比，今年的招
生工作意见有以下几大变化：

增加“区外无房”计划

取消三代同居招生条件

小学招生对象为年满6
周岁(2009年8月31日以前出
生)的适龄儿童，初中学校的
招生对象为符合在城区就读
条件并且具有小学五年级学
籍的应届毕业生。

招生条件方面，除“户房
居一致”、“有户无房”、“户房
分离”的适龄儿童和少年外，
增加“区外无房”适龄儿童和
少年，即新泰城区以外户籍，
其父母持城区企事业单位劳
动合同且仍在该企事业单位
工作；或其父母持城区工商
营业执照且仍在经营的，以
企事业单位地址或营业执照
上经营地址确定学区。取消

“三代共居”的招生条件。
“区外无房”的确认方

面，新泰市户籍，适龄儿童、
少年父母在学区内企事业单
位工作至少2年以上，签有劳
动(聘用)合同；在学区内经
营，有营业执照至少2年以
上。相关证件需经调查核实
合法有效。

坚持“户房居一致”优先
原则，按照“户房居一致”、

“有户无房”、“户房分离”、
“区外无房”等招生对象顺序
分批进行录取。

与去年相比，集团化办
学的各校在招生时，在严格
执行上述招生办法的情况
下，在本校区招生计划已满
的情况下，可将未招录学生
调剂至分校或合作学校，但
集团总招生计划不得突破。

一实小青云分校开始招生

四所中小学学区有变

2015年新泰城区市直公
办学校增加第一实验小学青
云分校，实验中学与新甫中
学、第一实验小学与第一实
验小学青云分校推行集团化
办学模式，实行集团化招生。

第一实验小学、平阳小
学、新甫中学较去年招生范围
有变动。分别是：新增的第一
实验小学青云分校：府前街
以南，平阳路以东，青龙路以
北，平阳河以西；府前街以
南，金斗路以东，青云路以
北，平阳路以西；

平阳小学：青云路以北，
平阳河以东，榆山路以南，滨
湖路以西。

第一实验小学：金斗路以
东，府前街以北，平阳河以西，

榆山路以南。
新甫中学：青龙路以北，

铁路以西；瑞山路以北的青云
街道所辖各村、社区；新甫街
道所辖各村、社区(西洛村、安
全村、南公村实行弹性学区，
学生可以选择新甫中学或新
汶实验中学报名就读)。

此外，民办学校平阳实
验学校招生范围也有调整，
为青云路以北，平阳河以东，
榆山路以南，滨湖路以西。

与去年相比，报名办法
上新增加，城区小学组建的
足球队，获得省级比赛名次
的，主力队员可按照团队培
养的原则，经资格审查合格，
家长同意，整建制进入有足
球发展计划的中学就读。

报名时间为：8月20日—21日接受“户房居一致”学生报
名；8月22日—23日接受“有户无房”学生报名；8月24日接受

“户房分离”学生报名；8月25日接受“区外无房”学生报名；8月
26日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报名审核；8月27日对特殊情况进
行统筹处理；8月28日公布各学校新生名单；9月1日新生入学。

特别提醒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齐鲁晚报·今日烟台联
合欧洲ENT国际旅行社，联袂推
出“去德国：寻找「二战」回忆和反
思”文化参访活动。活动将于9月
26日至10月4日举行，首期20人体
验团即日起火热招募。

内容订制，1天1主题
此次活动由齐鲁晚报烟台站

策划发起，欧洲ENT国际旅行社
承办执行。首批20名体验者将于9

月26日出发飞赴法兰克福，途径
海德堡、科布伦茨、巴德维尔通
根、莱比锡、柏林，最终于10月4日
返回中国。

作为独家打造的群众活动，
此次参访具有浓郁的文化属性。
在德7天，活动参与者将分别以人

文感受、亲近自然、寻觅传奇、音
乐欣赏、纳粹反思、冷战创伤、高
铁体验为主题，每天慢速行走一
个都市或城镇。除了莱茵河谷、柏
林这样的赴德必到之地，大家还
将遇见“风景之王”山毛榉，走进
古典音乐之都莱比锡，去到白雪
公主的故乡巴德维尔通根，对德
国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扫描，读懂
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

作为二战的策源地之一，纳
粹德国可谓罪孽深重。而在战后，
它却成为战争反省的典范，迅速
取得了欧洲国家的谅解和宽恕。
在此背景下，此次文化参访活动
便具有了特殊的意涵。而它人文
积淀和环境保护相得益彰的成
就，更值得我们借鉴和深省。

低价高配，wifi随行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群众

赴欧，通常以旅游为主，打卡式观
光，价格通常不超过2万元，但体
验欠佳；而私人订制的体验活动
则高达4-5万元，很难为普通市民
所享有。作为回馈读者的福利之
一，此次活动采取了“低价高配”
的运营模式，强调“读城”、“浸
淫”，用相对合理的价格，带给我
省市民高等级的文化体验。8月20

日前报名，即可享有19999元每人
的特惠价格。此外，参与者还可获
赠出行大礼包，让您免去舟车之
苦、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不适应。

本次文化参访活动，全程不
包含自费项目和进店购物。而全
程不限流量的24小时WIFI服务，

让您在惬意的行走中，能随时随
地与家人分享欧洲的韵味。

为方便广大读者了解活动详
情，除开通报名咨询专线外，还将
在齐鲁晚报网上推出专题网页，
并在微信公号同步推送相关信
息，方便市民了解活动详情。

报名咨询电话：18660533332
(闫女士)

报名咨询QQ群(寻找二战记
忆文化参访团)：341066921

微信公号：jinriyantai(今日烟
台)

◎行程梗概
(9 . 26) 飞赴法兰克福
(9 . 27) 海德堡(人文日)。感受德国
最古老大学城的魅力
(9 . 28) 莱茵河谷(自然日)。乘船穿

行世界自然遗产莱茵河中上游河
谷
(9 . 29) 巴德维尔通根( 传奇日)。
走近世界自然遗产“德国山毛榉
树”，探访白雪公主的故乡
(9 . 30) 莱比锡(音乐日)。探访音乐
之城，聆听古典大师巴赫、舒曼、
门德尔松的声音。
(10 . 1) 柏林(纳粹日)。深入了解纳
粹对犹太罪行及二战抵抗运动。
(10 . 2) 柏林(反思日)。接受战争教
育，感受战后东西对立给德国带
来的分裂之痛，以及德国统一的
后遗症。
(10 . 3) 法兰克福(城市日)。体验德
国经济中心的城市风貌。
(10 . 4) 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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