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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静珠

记者从教育部门获悉，2017
年宁海县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和
高中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近日出
炉，考生及家长关心的考试科
目、日期、志愿填报与录取等相
关情况，记者为您一一解读。

中考时间为6月16日至17日
7门科目满分735分

2017 年学业考试对象为具有
本省户籍或港澳台户籍，电子学
籍在册的我县应届初中毕 (结)业
生，或年龄不超过 18周岁(1999年
9月 1日后出生)未取得各类高中学
校在册学籍号的我县历届初中毕
(结)业生。

其他在我县就读的应届初中
生，报考我县高中段学校的，应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1)具有完整
的我县初中阶段连续学习3年的经
历和学籍;(2)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
宁海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合
法稳定职业(需与用人单位签订劳
动合同或在宁海开设企业、从事

个体经营活动);(3)父母一方近 3年
内有1年及以上社会保险证明。不
符合上述条件的学生，2017年仍
可报考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也
可以申请借考，考试成绩作为学
生初中毕业成绩。同时，未取得
就读地电子学籍的宁海户籍初中
毕业生，一律回到电子学籍所在
的初中学校报考。

学业考试报名时间为 4月 8日
至 10日。考试日期为 6月 16日上
午至 6 月 17 日下午，分别为语
文、数学、英语、科学、音美、
历史与社会思品、体育等 7 门科
目，满分为735分。除了历史与社
会思品考试采用开卷形式，其余
科目均为闭卷形式。另外，2018
年起实施英语中考听力口语自动
化考试，分值25分。

各学科难度系数控制在0.70至0.75
体育考试成绩互认

2017年学业考试命题以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为重点，有效控制
试卷难度，各学科难度系数控制
在0.70至0.75之间。

在宁波大市范围内异地借读
并要求回户籍所在地升学的学
生，其体育考试可在原就读学校
参加，由就读学校所在县(市)区教

育行政部门基(普)教科出具成绩证
明，体育考试相互承认。在宁波
大市外异地借读并要求回本县户
籍所在地升学的学生，其体育考
试须参加我县统一安排的高中段
招生体育考试，不参加考试视作
自动放弃。

考生填报志愿分三批录取
宁海中学分配生的最低控制线为全
县第1000名

县中招办根据事业计划确定
的招生指标，划定最低普高分数
线，普通高中与职高类学校﹙职
业中学、技工学校﹚ 分开填报，
不得兼报，但可以兼报师范类学
前教育专业。

实行考生填报志愿分批录取
制度。宁海中学为第一批次；知
恩中学为第二批次；柔石中学、
正学中学、风华书院、桃源书
院、致远外国语学校为第三批次。

宁海中学和知恩中学实行
“分配招生”与“统一招生”相结
合的招生办法。按照当年教育事
业计划，两所普通高中分配招生
人数所占比例为70%，统一招生人
数所占比例为 30%。在分配招生
中，全县所有初中一律采用“学

生总数比”（学生总数是指各校参
加中考报名且符合规定要求的学
生总数）的分配办法按比例分配
到各初中；分配生实行最低控制
线限制，宁海中学分配生的最低
控制线为全县第 1000名，知恩中
学分配生的最低控制线为全县第
1500名。统一招生则按中考成绩
从高到低予以录取。

柔石中学、正学中学、风华
书院、桃源书院、致远外国语学
校为第三批次招生。每位考生可
填报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未被录
取的考生，第二志愿比第一志愿
降低 10分投档；第二志愿未被录
取的考生，第三志愿比第二志愿
降低5分投档。

招生录取时，根据招生计划
和考生志愿，在达到综合素质测
评等第要求的考生中，参考综合
评语和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等
第，按考生志愿和学业考试成绩
进行录取。当录取中出现总分相
同时，先比较数学和语文两科合
计成绩，高者优先录取;若两科合
计成绩相同，再比较数学、语文
和英语三科合计成绩，高者优先
录取，额满为止。

广大考生和家长如有疑问，可
拨打咨询电话65562828。

今年中考中招工作政策出台
【本周关注】

垃圾为什么要分类？

“垃圾为什么要分类呢？”“垃圾最后去了哪
里啊？”近日，县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在位于城郊
辛岭的厨余垃圾处理中心参观时，对垃圾去哪儿了
非常好奇，围着工作人员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孩
子们认真参观了厨余垃圾经过压缩、分解、粉碎、
生物发酵等最后变成有机肥料的工序，还参观了生
活垃圾填埋作业以及由垃圾填埋场改造成的生态公
园，直观地感受到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以及环卫工
作的辛苦。

（记者 姚亮 通讯员 胡青倩 摄）

本报讯 （记者 潘旭婷 通
讯员 王晓燕) “你好，是 120吗？
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上体育课不小
心骨折了……”近日，县急救站调度
指挥大厅接到了报警电话。

接到任务后，县急救站医生邵
琪东与随车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到
学校后，只见一男生躺在操场上，精
神紧张、面色苍白，呈痛苦状。经过
体格检查，发现该患者呼吸、血压无
异常，心率 120次/分，左下肢畸形、
肿胀明显、活动受限。急救人员立
即进行左下肢固定、心电监护、心理
护理等一系列急救措施后，用铲式

担架将学生抬上救护车，紧急送往
县第一医院进一步救治。

运动可以增强人体的抵抗力，
锻炼心肺功能。但运动也是一把双
刃剑，如果运动不得当就会引发运
动伤害。校园运动损伤常见的有肌
肉痉挛、肌肉挫伤、踝关节扭伤、骨
折、男性生殖器损伤等。那么，体育
活动损伤时该怎么办？

邵琪东说，针对伤口小、出血少
的擦伤，用清水冲洗伤口后，可贴上
创可贴或用干净的棉织布包扎。夏
天可采取暴露疗法。较大的伤口，
应清洗消毒、止血包扎后立即送医

院。伤口有较大异物时，切忌拔出；
对于外伤血肿、关节扭伤，正确的方
法是抬高伤肢、冰块冷敷。切忌按
摩、热敷。

“一旦发生骨折，现场处理非常
重要，应固定受伤部位，不要随意搬
动，立即拨打急救电话。”邵琪东说，
对于开放性骨折，做到不冲洗、不复
位、不上药。如有头部外伤，应严密
观察 24—48小时，在此阶段内一旦
发现有异常，应立即送往医院，以免
贻误诊治时机，防止悲剧发生。

那么，如何预防校园运动损伤
呢？邵琪东建议，不要突然地大量

运动。每次体育活动前要有充分的
准备活动，先做做四肢的伸展和跳
跃等活动，逐步增加运动量；踢足球
时，男生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外生殖
器；体育活动停止后，不能马上坐下
或躺下休息，特别是剧烈运动后，因
为肌肉运动停止，上下肢静脉不能
很快地把血液送回心脏，而此时心
脏仍保持高度活动水平；餐后不宜
立即活动，运动后也不宜立即进食。

校园运动损伤不可小觑

想要优生优育 知识培训先行

近日，越溪乡妇联、计生协会共同组织开展了优生优育知识专项培训。县妇
保院陈贇医师围绕“优生优育”这个主题，从生理、心理、饮食习惯等方面对孕
前、孕期保健以及新生儿护理等要特别注意的重点，用图文并茂的典型案例分
析，对该乡70余名育龄妇女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章亚丽 摄）

城隍庙古戏台能对外开放吗？

一网友：宁海城隍庙的古戏台
一直关着，怎么没对外开放？是否
可以一年开放一两次？

县文广新闻出版局答复：
城隍庙位于跃龙街道县前社区

桃源南路 20 号，始建于武则天永
昌元年（689），现主体建筑为清嘉
庆二十四年（1819）重建，1935年
也曾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缮，
是我县一处集古今艺术与革命传统
教育于一体的重要场所。城隍庙古
戏台于 2006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宁海古戏台之一。

由于城隍庙周边正在实施宁海
县城隍庙区块开发改造一期工程，
周边建筑垃圾堆积、环境杂乱，不
利于城隍庙主体建筑的保护，因此
暂停对外开放。改造工程一旦结
束，我局将尽快恢复城隍庙的对外
开放管理。如你确有需要，请跟我
局文物部门联系，我们将同城隍庙
管理员做好沟通工作，妥善安排你
进行参观。

下桥步行街封路造成不便

一网友：下桥步行街处封路布
局不合理，对周边商铺影响较大，
万一着火，连消防车都进出不了，
希望有关部门能对此处改造重新规
划一下。

桃源街道答复：
下桥村精品特色街区现已正式

投入使用，为保持下桥村精品特色
街区的良好风貌，经过多部门一致
讨论决定，将下桥兴工一路段列为
步行街，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在宁
海电视台和村内都有进行公示，在
公示后注明征求意见的电话和电子
邮箱。在公示期间未收到群众来电
和电子邮件。所以街道在2017年1
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对下桥兴工一
路的管制措施。在管制措施实施当
中也考虑到消防、医疗等紧急情况

处置问题，路口采用了可移动式的
路桩。

如给您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新生儿医保怎么报销

网友 kary1214：我想咨询一
下，新生儿母亲的那张发票要上交
到生育保险报销，另外婴儿的那张
发票是不是可以通过新生儿医保报
销？

县人力社保局答复：
新生儿应该先申报户籍，在出

生三个月内由代理人携带本人身份
证、户口簿、一寸照片 （新生
儿），在每月27日工作日前到县基
本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医保大厅
办理参保手续，完成参保手续后，
您的孩子自出生之日起便可享受医
保待遇。但如未在三个月内办理手
续，医疗待遇自缴费之月起3个月
后享受。咨询电话：65200156。

官地停靠站设置能否改改

一网友：前童官地严家村老
路，站牌在丁字路口，设计有些不
合理，希望有关部门能重新考虑站
点。

县交通局答复：
前童官地停靠站始建于 2007

年 11 月，2017 年在原址上进行了
改建，是当地政府、交警、村委
会、交通、运输企业等部门经过现
场勘查，并综合了前后站点的间
距、安全条件、百姓出行需求等因
素确定的位置。前童官地严家村老
路站牌设在T型路口既照顾了官地
群众出行，也考虑了严家村百姓出
行需要。如确需调整停靠站位置，
请当地村委会进行选址，同时向当
地政府提出申请，由当地政府组织
协调确定位置。

县效县效能办能办、、新闻新闻中心联合主办中心联合主办

百姓事马上办热线：

www.nhnews.com.cn
宁海新闻网

微博：http://weibo.com/bxsmsb
微信公众号：百姓事马上办

65510000

【温馨提醒】

招生QQ：18067179930 招生热线：65206392 18067179930
宁海电大招生处微信号：nbnhtvu 宁海电大网址：www.nhtvu.net.cn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宁海学院是省示范性县级电大，现有专职教师25人，外聘老师30
人，在校本、专科学历教育学生近3000人。学校现代教育设备先进，教学管理规范，课程设
计科学，教风学风良好，是您业余本、专科学历进修的首选学校。2017春季宁海电大远程
教育合作高校最后热报，欢迎报读！

宁海电大宁海电大20172017春季招生公告春季招生公告

欢
迎
关
注

院长温馨提示：读书要趁早！选择很重要！

报名地址：宁海电大6号楼4楼招生处（斗门路122号，电大北大门进）

合作高校：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专业设置：
行政管理、会计学、法学、工商管理、机械

制造与自动化（含数控技术方向）、学前教育、
旅游管理（含酒店管理方向）、国际经济与贸
易、建筑施工与管理、社会工作、护理学、药
学、公共事业管理、英语（经贸方向）、汉语言

文学（含师范方向）、市场营销（含互联网营销
方向）、金融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电子商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
工程(工程管理)、保险、财务管理、工程管理
（含建造师方向）、物流管
理、水利水电建筑工程、船
舶工程技术、电力系统自
动化技术、心理学、美术教
育、师范类等。

新华书店建店80周年之际，为进一步弘扬新华精神，致力于推
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发挥新华书店“倡导阅读、传播文化、
普及科学、交流思想、引领风尚”的社会功能，宁海县新华书店与宁
海县新闻中心合作，特举办“新华书香缘”有奖征文和“新华记忆”
老照片征集活动。

一、“新华书香缘”有奖征文活动
1、征集对象：面向书店员工及社会各界读者朋友。
2、征文内容：与新华书店有关的回忆和故事，要求写下那段触

动你心弦的新华时光，与我们分享。
3、征文体裁：体裁不限，字数在2000字以内。要求把握身边的

平凡点滴，留意生活的细微瞬间，用自己的笔，以最真实的情感、最
自然的笔触，记录党和政府、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关心新华书店成
长的故事。

4、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17年4月30日。
5、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奖美好阅读时光书卡800元；
二等奖2名，奖美好阅读时光书卡500元；
三等奖3名，奖美好阅读时光书卡300元；
鼓励奖6名，奖美好阅读时光书卡100元。
届时将选择部分优秀作品在《今日宁海》“读书吧”版面刊发。
6、注意事项：
（1）文章请发送至ninghainews@sina.cn

（2）请在文末留下您的个人信息:姓名、电话、QQ。
二、“新华记忆”老照片征集活动
为了纪念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展现我县图书发展事业成果，

记录我们美好的回忆，简述您与新华的情结，特向广大读者征集与
新华书店有关的老照片。

1.应征照片数量、尺寸不限，无需装裱，单幅、组照、黑白、彩色
均可。原则上要求提供原件，翻拍件、扫描件、电子版亦可。

2.应征照片要求内容真实，并附简要文字说明（关于拍摄者、拍
摄时间、地点，照片中的场景或人物的介绍）。

3.请注明应征人的姓名、电话、邮箱、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等。
4.应征者需提供照片来源，避免发生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

方面的纠纷。照片如被采用，版权仍归原作者所有。
5、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17年4月30日止。
6、奖励办法：对自愿无偿捐赠照片的读者，赠送精美礼品一

份。对部分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照片，将酌情付给报酬。
7、联系方式：
照片请寄：宁海县跃龙街道人民大道36号宁海县新华书店（办

公室），联系电话：65577775

宁海县新华书店
宁海县新闻中心

2017年3月28日

县新华书店、县新闻中心开展
“新华书香缘”有奖征文和“新华记忆”老照片征集活动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