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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社保卡能当借书证用
可免押金借书，已有近百人办理

□记者 刘一梦

近日，济南市教育局发布
《济南市2018年初中学生毕业评
价及学业水平考试实施意见》，
济南中考录取正式变脸为“分数
+等级”，语文、数学、英语、体育
与健康4科采用“分数”评价，总
分500分，物理、化学等11门科目
均改为“等级”评价，结束了济南
中考录取“唯分数”时代。

与“分数+等级”同步的是，
今年高中学校录取除了看考生
的分数外，也要看其是否符合

“基本等级”要求。2019年，各高中
学校将根据办学特色，在考生的
综合素质评价及学科等级方面
提出“特殊等级”要求，并提前向
社会公布，方便考生备考。

《意见》共提出四项调整，一
是将今年中考的考查科目调整
为音乐、美术、综合实验操作(生

物、物理、化学三个学科实验操
作的合并)和综合实践；在分数方
面，语文、数学、英语三个学科的
成绩由原来的120分调整为150分
(英语学科含听力测试30分)，体
育与健康由去年的60分调整为50
分。也就是说，2018年中考总成绩
变为了500分。

在等级划定上，《意见》将原
来等级学科的A、B、C、D四个等
级调整为A、B、C、D、E五个等级，

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
生物、地理学科考试卷面分值每
科均为100分，依据全市实考考
生卷面成绩位次由高到低划定
为A、B、C、D、E五个等级。

对于关注度较高的特殊考
生加分范围和加分分值问题，

《意见》明确，2018年拟增加公安
烈士、公安系统一二级英模、因
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和一级至
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加分政
策。参照2017年中考特殊考生分
值，原照顾增加30分的现调整为
26分，增加20分的现调整为18分，
增加10分的现调整为9分。

济南中考迈入“分数+等级”时代

济南东站更名为
大明湖站

据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
限公司消息，为了与即将建成
通车的济南新东站相区别，今
年 6 月 1 日起，位于大明湖北
侧的济南火车东站将更名为大
明湖站。

济南局工作人员介绍，新
东站通车之前，原火车东站的
列车班次、车站运营等都没有
变化。“ 6 月 1 日全国将有一批
火车站、高铁站统一改名，济南
老东站是其中之一。”工作人员
说，届时 12306 铁路购票系统会
进行一次统一升级，但一般不
会影响购票。

此外，相关站牌、指示标识
等更换工作将在 5 月底完成。

“老东站客流量较小，且经停列
车主要是普通快车，因此对旅
客影响不会太大。”

据了解，目前济南火车老
东站主要承担太原、丹东、通
化、石家庄北、北京、青岛、威
海、烟台、延吉、哈尔滨、包头等
方向列车的接发任务，除了普
速列车外，还承担着部分动车
组列车的接发和客运任务。记
者查询 12306 网站发现，老东站
始发车次 4 辆，途经车次 3 0
辆，终到车次有 3 辆。

记者 郝小庆

●中小学竞赛奖项

不得作为招生入学依据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关
于规范管理面向基础教育领
域开展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
等活动的公告》，明确面向基
础教育领域的各类竞赛、挂
牌、命名及表彰等活动，应以
法律法规或省部级以上文件
为依据，原则上不举办面向
义务教育阶段的竞赛活动。

面向基础教育领域开展
的竞赛、挂牌、命名及表彰等
活动，所有获奖结果只能视
为荣誉，不得作为普通中小
学招生入学的依据。严禁组
织与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挂钩
的“奥数”、等级评定、选拔性
考试及学科类竞赛活动。

记者 刘一梦

●山东重金引人才

每人一次性奖 300 万

近日，山东省政府新闻
围绕《关于做好人才支撑新
旧动能转换工作的意见》召
开了新闻发布会，山东将加
大引才力度和资金支持，设
立山东人才最高奖——— 齐鲁
杰出人才奖，每人给予300万
元一次性奖励。同时将以更
大力度面向全球“一事一议”
引进顶尖人才团队，给予最
高 5 0 0 0万元的综合资助或
6000万元的直投股权投资支
持，符合条件的团队核心成
员可全部入选泰山产业人才
工程。 记者 刘一梦

●山东一季度

“气质”奖补近两亿

今年山东第一季度重污
染天气减少，堪称近年来“气
质”最佳的一季度。省环保厅
日前发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
一点。一季度，全省PM2 . 5平
均浓度为70μg/m3，同比下
降14 . 6%；PM10平均浓度为121
μg/m3，同比下降11 . 0%；重
污染天数平均为5 . 8天，同比
减少3 . 4天。

记者了解到，在一季度
的“气质”考核中，省级财政
共补偿 16 市(威海市连续两
年“气质”达标，不参与本年
度空气生态补偿)资金 19631
万元。其中，聊城夺冠，获得
生态补偿资金 1980 万元。济
南位列第四位，获得奖补资
金 1684 万元。 据新锐大众

●山东新增32个

省级服务业特色小镇

据山东省发改委消息，
第二批省级服务业特色小镇
名单已出炉。经专家论证，确
定青岛、淄博、枣庄、东营、烟
台等 14 市的 32 个小镇为第
二批省级服务业特色小镇培
育单位，包括青岛的古岘胶
东王都人文小镇、海青茶园
小镇，烟台的张裕葡萄酒小
镇等。 据新锐大众

“青岛造”海水稻将在全国试种
5月1日，记者从青岛海水稻

研发中心获悉，今年的海水稻已
启动播种，预计播种约1000份海
水稻材料，其中包括约200份从
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带回来的新
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材料。据了
解，今年5月底，全国五大类型盐
碱地将同时开始海水稻千亩片
的大规模试种。

今年5月底，青岛海水稻研
发中心将首次在东北苏打冻土
盐碱地、新疆干旱半干旱地区、
东营黄河三角洲地区、青岛城阳
滨海盐碱地、南泥湾次生盐碱化
盐碱地全国五个主要类型的盐

碱地上，同时进行海水稻千亩片
的大规模试种，检验这些海水稻
材料在不同地质条件下的最终
产量和品质，并争取今年能拿出
不低于一个可以在全国大范围
推广、经过国家审定的品种。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耐盐
碱品种选育项目经理单贞告诉
记者，今年在青岛海水稻研发中
心实验基地播种的海水稻采用
的是旱育秧模式，播种的水稻材
料有的是专家供种，有的是选育
的耐盐碱水稻材料，以及从海南
三亚南繁基地运来的第二代海
水稻种子。去年试种的海水稻采

用的是千分之六盐度的海水，今
年计划在此基础上提高盐度，以
此筛选更耐盐碱的水稻。

研发人员介绍，今年预计播
种千余份海水稻材料，其中包括
约200份从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带
回来的新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材
料。在这些海水稻材料播种育秧
后，生长30-35天后便能进行插
秧。插秧后，这些海水稻首先将
进入返青期，然后进入分蘖期，
再进入高速生长期，大约8月份
进入扬花期，等到9月底至10月
初即可收获海水稻。

据《半岛都市报》

山东农业高校首招免学费定向生
当前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年

龄老化、青黄不接、专业失衡状
况严重，为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省组
织部、省农业厅、省教育厅等六
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自今年起，
依托省内农业高等院校实施基
层农技推广人才定向培养，凡热
爱“三农”事业，毕业后志愿到乡
镇农技推广机构长期从事农业
技术推广工作，具备普通高考报
考条件的高中阶段毕业生，均可

报考基层农技推广人才定向培
养生。

据了解，基层农技推广人才
定向培养生，面向全省考生招
生，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考
生成绩须达到我省首次划定
的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报考
基层农技推广人才定向培养生
须承诺，毕业后到乡镇农技推
广机构从事农技推广工作的
时间不少于 5年。大学本科学
历学制四年。

基层农技推广人才定向培
养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
住宿费，并给予一定的生活补
助。其中生活补助经费标准为
每人每年4000元，学校按每人每
月(共10个月，寒暑假除外)400
元标准足额发放给基层农技推
广人才定向培养生。优秀基层
农技推广人才定向培养生可参
加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
评选。

据齐鲁网

□记者 郝小庆

近日，济南市图书馆、市文
广新局和市社保局联合，开通济
南市社会保障卡的图书借阅功
能，想借书的济南市社保参保人
员，不用再花50元押金办理借书
证，拿着社保卡就能去借书。济
南市图书馆成为全省首家推出
社保卡借书的图书馆。此外，市
民可通过微信生成社保卡或借
书证的二维码电子证，用手机就
能借书了。

“社保卡和个人借书证的使
用权限相同，每次可以借3册图
书或期刊，两证可以同时使用，
也就是一次能借6本书。”济南市
图书馆综合部主任王晓倩介绍，
市民持本人的二代济南市社保
卡在馆注册后，社保卡就能当个
人借书证使用，不需要押金，业
务刚开通两天有近百张社保卡

成功注册。
社保卡注册可以从图书馆

内的自助办证机上办理，也可
到办证处填写信息人工办理。

“ 社 保 卡 借 书 在 新 馆 老 馆 通
用。”王晓倩介绍，通过自助借
还机借还书时，将社保卡插入
对应卡槽，选择“社保卡”功能
按提示操作即可。要注意的是，
社保卡注册有效期和借书证一
样为2年，到期后要通过电话或
直接到馆进行免费验证才能继
续使用。

此外，读者还可以通过“济
南市图书馆微服务”微信公众平
台“服务大厅”，选择“证(解)绑
定”，按提示绑定借书证生成二
维码电子证，之后到馆借还书只
带手机就能操作了。“个人借书
证、家庭借书证、注册社保卡和
网借电子证都可以绑定手机生
成二维码电子证。”王晓倩说。 市市民民持持社社保保卡卡在在济济南南市市图图书书馆馆自自助助设设备备上上注注册册图图书书借借阅阅功功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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