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二本本首首次次志志愿愿今今天天开开始始投投档档
7月底将公布文理类本科二批第一次征集志愿缺额计划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李
楠楠) 文理类普通本科一批
结束，很多考生也都收到了录
取通知书，填报本科二批志愿
的考生仍在苦苦等待。27日，高
考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批次本
科二批开始模拟投档。正式投
档结果预计2 8日晚些时候公
布。

根据安排，27日模拟投档

结束，28日文理类本科二批、
春季高考本科首次志愿投档。
本科二批首次志愿填报的录
取情况以及参与本科二批录
取高校的投档线也可能公布。

7月29日到30日文理类本科
二批、春季高考本科首次志愿
录检。 7月31日，省招考院将
会公布文理类本科二批、春季
高考本科第一次征集志愿缺

额计划，艺术类本科一批、体
育类本科第二次征集志愿缺
额计划。8月1日，考生要填报
文理类本科二批、春季高考本
科第一次征集志愿，艺术类本
科一批、体育类本科第二次征
集志愿。8月5日，考生将会填
报文理类本科二批、春季高考
本科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文
理类、高职院校专项计划、春

季高考、艺术类、体育类专科
(高职)首次志愿。也就是说本
科二批有两次征集志愿的机
会，二本考生总共有3次填报
志愿的机会。建议考生，仔细
研究好自己的分数，合理选择
志愿的填报。

我省本科二批分2次划定
录取控制分数线。第1次，分文
理类根据招生计划数与考生成

绩，按招生计划1∶1 . 1的比例划
定，与本科一批线同时公布，今
年首次公布的本科二批录取控
制线文科为474分 ,理科为451
分；第2次，在考生填报第二次
征集志愿之后，在有效生源范
围内(含服从调剂考生)，分文理
类根据征集计划数与考生成
绩，按招生计划1∶1的比例划
定。

烟烟台台二二中中高高中中部部开开通通公公交交专专线线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李
楠楠) 为方便烟台二中高新
区校区(高中部)学生双休日往
返市区，在烟台市公交公司的
大力支持下，7月2日开始，烟台
二中与公交公司合作初步开通
三条公交专线。线路如下：

一号线路：烟台二中高新
区校区——— 海兴路——— 科技大
道 — —— 观 海 路 — —— 红 旗 东
路——— 红旗中路——— 胜利南
路——— 环山路——— 毓璜顶西
路——— 文化路——— 白石路———
凤凰台路——— 电厂东路行———
只楚路——— 宫家岛公交场站。

二号线路：烟台二中高新
区校区——— 海兴路——— 航天
路——— 海天路——— 港城东大
街——— 观海路——— 二马路———
南大街——— 只楚路——— 发电
厂。

三号线路：烟台二中高新
区校区——— 海兴路——— 滨海东

路 — —— 滨 海 中 路 — —— 银 海
路 — —— 清 泉 路 — —— 滨 海 北
路——— 大马路——— 北马路———
环海路——— 幸福南路——— 东方
文化市场公交场站。(凡是经过
的路线所有公交站点均可停车)

除继续增加芝罘区专线

外，目前，学校学生处正在继续
统计完善学生乘车信息，将会
同烟台公交公司，在双休日、节
假日等学生放假时间开通福山
区、开发区、牟平区、莱山区公
交专线，满足更多学生的往返
需求。

22001166烟烟台台““市市长长杯杯””校校园园足足球球联联赛赛明明天天结结束束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李
楠楠 ) 近日，由烟台市教育
局、烟台市体育局举办的2016
烟台市“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
在莱山区永铭中学体育馆举行
了隆重的开幕式。大赛将于7月
29日拉上帷幕。

开幕式由市体育局林治涛
副局长主持，莱山区政府姚秀
霞区长在欢迎辞中代表莱山区
人民对各参赛队伍的到来表示
热烈的欢迎；烟台市教育局徐
建敏局长在开幕辞中对全市校
园足球事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
评价，并要求在全市中小学继
续大力推进校园足球的普及；
莱山区的中小学生进行了精彩
的阳光体育活动展示；最后，由
烟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金志海
同志为本次校园足球联赛开
球。

本次校园足球联赛由莱山
区教育体育局承办，在莱山区
永铭中学、滨海中学两所学校
的足球场地进行，将于7月29日
拉上帷幕。来自各县市区和市
直学校的66支代表队、931名运
动员、教练员将参加小学、初
中、高中3个学段、6个组别的
140场比赛。这既是对全市校园
足球的一次大检阅，也必将推
动全市学校体育事业再上一个
新的台阶。

为确保校园足球联赛安
全进行，组委会采取了严格的
安全措施。一是要求承办单
位、各参赛单位要高度重视安

全工作，针对暑期多雨的天气
情况，分别制定出详细的安全
预案，落实安全责任制到人，
安排好带队领导和值班值守
人员；二是要求各参赛队伍要
严格遵守大会比赛纪律，严禁
参赛队员未经批准私自离开
比赛地点；三是必须使用有资
质的、正规运输企业的、符合
安全标准的车辆运送师生；四
是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都
必须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五是承办单位要采取切
实措施保证参赛人员的饮食
安全，由防疫部门全程监督，
确保广大师生的健康与饮食
卫生。

发展校园足球，是一项重
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习近平
总书记长期关心我国足球发

展，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强调
从娃娃抓起，下决心把我国足
球事业搞上去。烟台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校园足球的发展，
出台了强有力的政策措施，还
每年拨出专项资金，大力扶持
校园足球事业。近年来烟台市
校园足球事业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烟台市已成为山东省校
园足球试点城市；莱山区等七
个区市成为烟台市校园足球
试点县市区；全市正在重点
建设 1 6 8所市级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并已有 3 2所学校进
入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行列；烟台二中成为鲁能泰
山足校烟台项目学校；全市
已形成了市长杯、县市区长
杯、校长杯三级校园足球联
赛体系。

目前，烟台二中高中部开通三条公交专线。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鲁东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古建筑保护与开发暑
期调研团启航

近日，鲁东大学土木工程
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一行5
人将对山东省古建筑保护现
状及未来规划进行调研，调研
将在烟台、青岛、潍坊、济南、
聊城5个城市展开，整个调研
活动拟于8月10日结束。

该团队先期已对烟台开
埠港进行调研，并随机采访了
附近居民和商家。经走访和调
研发现，烟台开埠港的古建筑
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保护，
其中朝阳街路段的古建筑群
老化比较严重。而烟台山和广
人路旅游开发区保护较好，开
发相对到位。据朝阳街周围的
居民反映，古建筑周围的路面
垃圾较多，清洁力度不够；街
道较窄且停车较多，没有固定
的停车场，妨碍出行；公共设
施不足，不能为更多的旅客提
供方便。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烟台市教育技术中心
举办数字校园应用培
训班

近日，市教育技术中心举
办全市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
培训班，各县市区教育装备与
技术研究管理部门有关教研
员和拟申报第二批数字校园
示范学校的负责人，共计150
人参加了培训。市教育技术中
心电化教学研究室程波模主
任、刘凯副主任，分别就《烟台
市数字校园示范校评估标准》
中的基础设施、资源建设、软
件应用系统与信息化融合应
用进行详细解读，各县市区和
学校针对《评估标准》进行了
现场交流与讨论，为全市第二
批数字校园示范学校创建工
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栖霞举办中小学校园
足球教练员裁判员培
训班

近日，栖霞中小学校园足
球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在烟
台风电学校举办，来自全市的
80余名中小学体育教师参加。
本次培训为期两周，邀请鲁东
大学体育学院足球教研室耿
健峰老师担任教练，从足球规
则、基本技战术、裁判法等方
面开展系统培训，提高中小学
校足球教学水平，推动校园足
球发展，为全市各项足球赛事
储备教练、裁判人才。

近年来，栖霞市教体局高
度重视校园足球发展，通过兴
建足球场地、配备器材设备、
购置足球教材、举办校园赛事

等手段，为校园足球发展提供
良好环境。力争至2017年，形
成学段对接、区域覆盖的校园
足球整体发展格局，形成符合
人才培养和足球发展规律的
校园足球教学体系、竞赛体
系。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开发区2016年上半年
资助补助2200多名学
生

为了进一步扩大教育公
平受益范围，烟台开发区全面
实施贫困家庭学生、幼儿资助
补助工程，让广大群众切实感
受到开发区经济发展带来的
好处。

学生资助、补助工程主要
面向学前困难幼儿、义务段寄
宿制困难学生、高中和中职学
生。在今年上半年，春季发放
幼儿资助金60 . 18万元，惠及幼
儿1003人；发放义务段寄宿生
资助金28 . 025万元，惠及学生
458人；发放高中助学金32万
元，惠及学生320人；发放高职
助学金20万元，惠及学生200
人；特殊教育9 . 75万元，惠及
学生65人。高中减免学费9 . 16
万元，惠及学生188人；争取社
会救助资金4 . 32万元，惠及学
生11人。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新建街小学经验交流会
助力课堂转型和习惯
培养

期末考试已经结束了，为
了进一步推进下学期学校课
堂转型，促进学生习惯培养，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新建街
小学召开了课堂转型与习惯
培养经验交流会。

交流会上，刘妍、高俊华、
刘洪丽、曲认真、孙家运、辛洪
清这六位优秀教师交流了习
惯培养方面的先进经验，以及
学生习惯培养方面的优秀做
法。

本报记者 李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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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中小学生进行了精彩的阳光体育活动展示。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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