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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广汽丰田2018款全
新汉兰达正式上市。作为国内
大中型SUV市场的开拓者和引
领者，汉兰达从高处再出发，以
更高颜值、更强性能以及更丰
富的科技配置，再一次提高性
价比和竞争力，续写“豪华大七
座SUV”传奇。

2018款全新汉兰达开创
性地提供三种造型设计，各
款车型新增了包括Toy o t a
Safety Sense智行安全、TPMS

胎压监测系统、PVM全景监
控系统等装备，其中核心等
级及以上版本标配TSS智行
安全套装，全面提升豪华质
感和性价比。

新车全系搭载2 . 0T D-
4ST双涡管涡轮增压直喷发
动机和 6速自动变速箱，提
供两驱和四驱版本共八款
车型，全系产品市场建议指
导价为23 . 9 8万元-33 . 0 8万
元，售价区间保持不变。

更更强强大大的的22001188款款全全新新汉汉兰兰达达上上市市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马
玉姝 通讯员 孙若蒙) 12
日，淄博市人社局公布2018年
公务员考试录用公告，同时发
布了《2018年淄博市面向本土
优秀人才招录基层公务员简
章》(以下简称《简章》)。今年全
市232个岗位共招录288人。据
了解，今年全市将面向本土优
秀人才招录17名基层公务员。
本月22日起，考生可登录网站
进行报名。

其中，淄博市各级机关及

直属单位公务员招录110个岗
位127人；淄博市公安机关人民
警察招录12个岗位18人；淄博
市参照公务员管理机关(单位)
工作人员招录61个岗位66人；
淄博市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
招录12个职位66人；淄博市审
计系统、地税系统招录21个职
位35人；全市开展面向本土优
秀人才招录基层公务员工作中
招录16个岗位17人。

记者从《简章》中了解到，现
任职且任职3年以上的优秀村、

城市社区党组织书记以及长期
在镇(街道)工作人员应当现从
事且连续从事5年以上本区县镇
(街道)工作的工作人员均可报
考。镇(街道)工作人员工作经历
包括，从事产业发展、城镇规划
建设、城镇管理、安全生产、市场
监管、社会治安、民生保障、人民
武装和农技推广等方面的镇(街
道)服务管理实践经历。优秀村、
城市社区党组织书记和长期在
镇、街道工作人员，学历从大专
以上放宽到高中、中专(含技工

学校全日制毕业生)以上。对非
行政区划的高新区、经济技术开
发区、旅游度假区等区域内的本
土优秀人才，应推荐报考区域所
在区县的相应职位。临淄区稷下
街道办事处的普通管理职位，可
面向本区优秀城市社区党组织
书记、优秀村党组织书记报考。

此次报名时间为2018年3
月22日9:00—3月25日16:00，
查询时间为2018年3月23日9:
00—3月26日16:00，报考本土
优秀人才招录职位的，须于

2018年3月22日-24日(上午9:
00-11:30，下午13:30-17:00)到
指定地点(具体地点见《2018年
淄博市公务员招考报名现场审
核工作须知》)，携带相关材料
参加现场审核。考试时间为
2018年4月21日9∶00-11∶00行
政职业能力测验，14∶00-17∶
00申论(A类、B类、C类、D类)；
公安专业科目笔试时间为2018
年4月22日上午9∶00-11∶00。
笔试在淄博市设置考点，招考
详情见招生简章。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李洋
通讯员 徐宁 梁兆福) 12

日，是2018年春运的最后一天，2
月1日至3月12日共计40天时间
内，淄博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80.2万人次，与去年春运同比增
长4 . 1万人次，增幅5 . 4%。春运
过后，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公司
将对部分旅客列车进行调整。

自2月20日至3月6日连续15
天日发送旅客均在2万人以上。3
月3日前后，火车站又出现了艺

考流、学生及务工流高度叠加的
情况，3月4日(正月十七)淄博火
车站发送旅客38581人次，创单
日旅客发送人数历史新高。

春运期间，淄博火车站及时
增开多趟短、中途旅客列车，满
足旅客出行需求；加开售票窗
口，提高售票效率；开辟绿色通
道，实现重点旅客和距离发车时
间不足二十分钟的旅客快速进
站；加强进站安检查危，为旅客
创造安全乘车环境，春运期间共

查获各类违禁品、限带品15000
余件。

另外，春运过后，济南局集
团公司将对部分旅客列车进行
调整。3月13日至4月9日济南至
荣成间每日加开D9455次、荣成
至北京南间每日加开G4218次。
4月9日至6月20日西安北开
G1856/7次临时停运、4月10日至
6月21日青岛北开G1858/5次临
时停运。具体情况请关注车站公
告或铁路12306网站。

随着家长教育观念的更新、
经济实力的增强，留学低龄化趋
势越来越明显。甚至个别孩子在
幼儿园阶段就已经申请留学。近
日，齐鲁晚报记者在淄博进行了
走访调查，发现淄博学生留学低
龄化趋势已逐渐显现，不少培训
机构“兼职”做起留学服务。

本报记者 樊舒瑜 马玉姝

咨询留学的

以小学生居多

已经在某留学中介工作了6
年的陈女士，近半年来接待最多
的是小学生家长。“他们绝大多
数都是咨询如何办理到国外读
中学，孩子到底适不适应等。”陈
女士回忆：我刚踏入这个行业
时，出国读大学、念研究生是主
流，后来开始关注出国接受职业
技术教育，但近几年低龄化成了
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且年龄越
来越低，从高中生、初中生到如
今的小学生甚至学龄前孩子。”

“现在学校的课业压力很
大，刚开学几天就喘不过气了。
我很向往美国的教育方式，更自
由些。”今年刚满12岁的小曲去
年刚刚经历“小升初”，这两天正
跟着父母到处咨询留学。

张店中心城区一家留学机
构负责申请手续的留学顾问马
女士说，她接手的年龄最小就申
请留学的孩子只有4岁，刚刚上
幼儿园，但是这种情况需要家长
陪读，这么小就把孩子送出去，
家长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家长认为，孩子越小，学习
语言越容易。二是他们觉得国外
教育更适合孩子发展。”

留学申校难度增大

有孩子提前五年准备

“现在想要留学的越来越
多，留学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
张店一家大型留学机构的负责
人王先生对记者说，留学生人数
持续增长，但大学的录取名额并
没有增多，甚至给国际生的名额
还在减少。同时，不少名校的申
请难度也在提升。中国学生申请
美国顶尖院校的硬性分数提高，
海外学校对学生软实力背景的
重视也在逐年提高。

“以前准备一年半载就可以
申校成功，现在则需要付出百倍
的努力。”王先生说，所以现在越
来越多准备要留学的孩子都会
提前三年甚至五年做准备。

“春节后一个月，来咨询的
得有百十号人了，报名成功的有
十多个。”张店一家留学机构的
工作人员说，留学申校早报名可
以多点时间准备。“现在报名中
介费是两万五千元，这些费用包

含申校、签证、为孩子安顿借宿
家庭等。”

“我的孩子今年上小学一年
级，今年寒假给他报了外教课，
提前为初中留学做准备。”在张
店华光路一家教育机构内，林女
士正在与工作人员讨论设定接
下来的英语课时安排。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现在出国留学的学生
一般提前两三年就开始准备。

“以前我们只接收12岁以上
的学生，从去年开始，8岁就可以
上英语辅导班了。”在张店金晶
大道一家教育机构里，工作人员
介绍，近两年，8岁到11岁年龄段
的学生报名人数增长较多。

记者了解到，随着留学热的
升温，很多培训机构摇身一变做
起了兼职留学中介的服务，在张
店西六路，一家主打培训语数外
的机构挂名了某知名连锁机构
做起了留学中介，同时还“兼着”
培训少儿英语。“少儿英语培训，
目前非常抢手，报名的家长中不
乏有意向让孩子出国的。”该培
训机构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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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张店五中
举行“师德学习周”主题会议，
对全校“师德学习周”活动进
行广泛深入的再动员和周密
具体的部署。

程明华校长作主题动员
报告。他的报告从教育理论的
高度，紧密结合政策法规的要
求和现阶段学校教师队伍的
实际，对开展此项活动的重要
意义做了清晰而理性的阐释。
他在报告中要求全体教师要
树立“五种意识”，做到“三个
坚守”，即树立“大局意识”“质
量意识”“节约意识”“创新意

识”“安全意识”，“坚守职业理
想”“遵守职业规范”“恪守职
业底线”，在这次集中学习中
净化心灵、优化形象，从而进
一步提高学校师德师风建设
的水平。

工会组织学习了教育部
《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
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
并与全体教师签订《杜绝教师
有偿补课承诺书》，安排近期
学习活动日程。按照要求，全
校教师必须完成3000字以上
的师德师风学习笔记。

(王来)

张店五中：

举举行行““师师德德学学习习周周””主主题题会会议议

本报讯 近日，张店五中
安全办公室联合总务处对学
校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检查，确
保万无一失。

学校安全检查小组先后
来到学校的餐厅、学生宿舍、
教学楼等地，检查学校安全隐
患。对教学楼、餐厅、宿舍楼的
安全指示标示、应急灯是否正

常使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等重点部位是否畅通；食堂卫
生、餐具是否消毒；公共设施、
围栏等重点部位是否存在安
全隐患等进行重点查看。对于
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相关
负责同志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并尽快完成整改，保障师生安
全。 (王来)

张店五中：

开开展展新新学学期期安安全全大大排排查查

张店一家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的课程内容。

本报记者 马玉姝 摄

张张店店今今年年中中考考

体体育育抽抽测测项项目目为为跳跳绳绳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樊

舒瑜) 近日，2018年张店地区
初中毕业生体育与健康考试抽
测项目抽签仪式举行。最终，家
长代表抽中的抽测项目是跳
绳。

据悉，在抽测项目分别为
立定跳远项目、坐位体前屈项
目、跳绳项目、引体向上或掷实
心球(男)仰卧起坐或掷实心球
(女)项目。抽签办法是由10名家
长代表，每人抽取一个信封，抽
中信封中装有字母“A”的为中
签家长，中签家长再进行抽测
项目。最终，中签家长抽出“3”
号乒乓球，即今年张店地区初

中毕业生体育与健康考试抽测
项目为跳绳。

考试时间为5月5日-5月15
日，此次测试所有符合条件的
应届初中毕业生和未被高中学
校录取的往届初中毕业生均须
参加体育与健康考试。每个考
生必考1项，抽考1项，选考1项，
共计3项。其中，必考项目为男
生1000米跑，女生800米跑。选考
项目为坐位体前屈、掷实心球、
引体向上(男)、仰卧起坐(女)、立
定跳远、跳绳、篮球运球、足球
运球和排球垫球。学生从上述
项目扣除抽考项目后的剩余项
目中自选1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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