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建里社区

举办党员趣味运动会
时报讯渊记者 马兰冤日前袁新建里社区党总支

举办庆野七一冶党员趣味运动会袁社区 50多名党员
参加遥

运动会设计了党建知识抢答竞赛尧吹乒乓球尧
蒙眼睛贴鼻子尧猜歌曲等多个项目遥 最后袁运动会
在合唱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曳的歌声中圆满
落幕遥

新建里社区党总支举办这样的活动袁 在庆祝
党的生日的同时袁 也增强了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袁 增强党员们之间的感情遥 广大党员表
示袁将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袁为创建和谐幸福的
新建里社区贡献力量遥

南益社区

党员义务劳动扮靓家园
时报讯渊记者 马兰冤日前袁南益社区以野魅力

民乐我参与冶为主题组织开展了迎野七一冶党员义
务劳动袁社区党员打扫卫生尧重温入党誓词袁以这
一特殊方式向党的生日献礼遥

活动中袁社区党员干劲十足袁积极地投入到
义务劳动之中遥 大家拿着扫把尧夹子等工具袁走
上街道打扫卫生袁 有的铲除杂草袁 有的打扫马
路遥 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袁大家把小区打扫得
干干净净遥

大家纷纷表示袁这次义务劳动袁既加强了党员
党性锻炼袁又改善了小区环境袁非常有意义遥 希望
通过今天的活动带动更多的群众一起来维护好共
同的家园遥

今年袁天津市安排本市生源招生计
划为 80258人袁其中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50358人袁 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计
划 760 人 袁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
29140人遥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中袁
野中高职衔接系统培养技能型人才冶项
目试验学校 1340人袁野三尧二分段冶中职
接高职 6878人袁普通中专尧职业高中一
般专业 16022人袁技工学校 4900人遥 技
工学校招生计划中袁 高级技工班计划
2230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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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查询渠道多
姻 中招提醒

7月 7日中午 12时起袁考生可通过以下几种方
式获知成绩院

1尧 拨打声讯查分热线 院16867888尧16878888尧
1607788袁查询本人的学业考试成绩袁联通手机也可
通过上述电话查询考试成绩遥

2尧 天津移动用户可将 10位考生号编辑为短信
野15伊伊伊伊伊伊伊伊冶渊短信内容不含双引号冤袁 发送到
10657050810501查询考试成绩遥

7月 7日 16时后袁考生可到报名学校领取本人
的考试成绩单遥

考生可根据叶2015年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
报考指南曳 公布的招生计划袁 于 7月 7日要7月 12
日 12时填报志愿遥各类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工作
将于 7月下旬陆续展开遥

招生咨询方式多
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袁2015年中考志愿填

报时间为 7月 7日至 12日 12时遥在此期间袁市中招
办和相关招生学校将向考生提供形式多样的招生宣
传咨询服务活动袁 方便考生了解招生学校的有关情
况袁指导考生填报志愿遥

因网上咨询会院

7月 8日上午 9院00要11院30将举行 野2015年天
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网上咨询会冶遥考生可按以下
步骤进入网上咨询会现场院

1援登录招考咨询网渊www.zhaokao.net冤袁点击进
入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咨询平台遥

2援进入网上咨询平台后袁点击需要咨询的学校
名称袁进入该学校的咨询页面遥

3援进入学校咨询页面后袁考生可浏览学校已回
答的热点问题曰考生也可填写咨询标题及咨询内容袁
向招生学校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遥

4援 招生学校的咨询人员将根据问题给出答复遥
该问题答复后袁将显示在该学校的咨询页面上遥

因电话咨询会院

7月 8日上午 9院00要11院30还将举行 野2015年
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电话咨询会冶遥

考生可直接拨打预制各招生学校的咨询热线袁
即可向校方人员咨询遥拨打各校的咨询热线时袁要连
贯拨打 967968**八位数字遥 渊本次电话咨询会所有
热线只收市话费袁不收信息费冤

因校园咨询周院

7 月 8 日要12 日全市相关招生学校还将举办
野2015 年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校园咨询服务
周冶遥 届时相关招生学校将开放校园袁现场为考生和
家长答疑解惑遥

因市考试院咨询院

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也将开通咨询电话 院
23769161袁为考生提供中招政策和办法的咨询服务遥

今年本市高级中等学校志愿填报今天正式开始，为使广大考生和家长能
更加详尽地了解今年中考志愿填报和中招录取的有关原则和规定，日前，天
津市中招办有关负责人进行权威解析———

中招录取
“大事”详解

创新理念“促惠上”成效显著
今年以来袁新河街把深化中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作为今年野促惠上冶活动的主要
着力点袁通过向社会公布热线电话尧公开
电子邮箱尧深入企业走访等方式袁及时将
中小微企业贷款政策以及风险补偿办法
向辖区中小微企业推送宣传遥

同时袁 新河街建立起中小微企业数据
库袁通过深入开展调研汇总袁对辖区中小微
企业进行分类袁有针对性地了解企业需求袁
并通过组织银企对接会尧发放宣传材料尧填
报融资需求表袁推进金融部门的融资进度遥
今年上半年袁 街道成功帮助 9家企业获得
贷款 1.56亿元袁提升了企业的发展活力遥

优化环境招商引资亮点频出
野我们主动上门服务袁 为企业排忧解

难遥 同时袁通过梳理项目信息储备和项目
源袁积极与驻津地区商会尧经济团体接洽袁
打造招商引资新引擎袁拓宽招商引资新网
络遥 冶新河街负责人告诉记者袁目前袁新河
街正在筹建新河街商会袁以商会的形式为
辖区内企业提供服务袁 实现政策共享尧信
息共享袁以商促商尧以商招商袁全力助推街
道经济良性发展遥

新河街负责人介绍说袁街道充分利用
新区五大战略机遇叠加和与高新区融合

发展的区域资源优势袁在项目洽谈过程中
积极宣传推送区域优势遥对于新引进的项
目袁在及时落实政策的同时袁一对一靠前
服务袁 及时帮助企业落实资金和政策支
持遥 今年上半年袁新河街已完成招商引资
额 2.4亿元袁新增市场主体 220个遥

转型升级科技型企业提速发展
按照野强街强镇冶的战略部署袁新河街

积极推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袁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遥 野我们主动向企业提供科技型企
业认定的政策咨询服务袁同时把扶持科技
型中小企业工作同招商引资工作相结合袁
实现招商引资工作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工
作的互相促进尧互为补充遥 冶新河街负责人
说袁野街道还为申报成功的企业建立帮扶
档案袁记录帮扶内容和工作进度袁帮助企
业开展各类科技项目基金申报工作袁指导
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项目和资金袁最大限
度用好政策尧用足政策袁做好科技型中小
企业发展的助推器遥 冶截至目前袁街道已完
成 12家科技型企业认定工作袁 区域经济
管理软实力不断提升遥

深入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积极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新河街上半年经济发展马力足
姻 时报记者 马兰 报道

今年上半年，新河街以深入贯彻落实“促惠上”“一促两助”等系列活

动为抓手，深入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积极推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和经济

结构调整，街道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预计上半年完成 GDP 7.6 亿

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16亿元，完成工业总产值 1.6亿元，商品销售总

额完成 3.7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0.61亿元，公共财政收入完成

0.5亿元。

时报讯渊记者 马兰冤为增强居民理财观念和
理财技巧尧增长理财知识袁日前袁新河街道特邀渤
海银行天津海洋高新区支行工作人员来到社区袁
为广大居民作理财知识讲座遥

讲座中袁银行工作人员主要从家庭理财的概
念尧为什么要理财尧如何理财三方面为居民介绍
了理财的基本知识曰还结合工作实际和银行相关
理财产品袁向居民准确阐述了如何根据自己家庭
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财产品的选配和购置袁给所有
居民上了一堂实实在在的关系切身利益的理财
课遥 有居民表示院野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触这些理财
知识袁今天这堂课上得非常好袁学到了很多理财
知识遥 冶

增强理财观念 增长理财知识

家庭理财讲座进社区

时报讯渊记者 马兰冤前两天袁家住
南河底社区的周阿姨在抓紧看书备
考袁原来她参加了区委宣传部和滨
海时报社尧津滨网举办的野读叶自豪
滨海曳 赞美丽新区冶 网络知识竞赛
活动遥

野很早我就在社区居委会看到
了这本叶自豪滨海曳袁一读就喜欢上
了这本书遥书里不仅有新区的历史袁
还有如今新区发展的趋势袁 是特别
好的一本书遥冶周阿姨说遥最近袁社区
将野读叶自豪滨海曳 赞美丽新区冶网
络知识竞赛活动通知下发袁 很多居
民都报名参加袁 周阿姨自然也不例
外遥大家争相阅读叶自豪滨海曳袁在书
中袁大家了解到袁滨海新区攻坚国家
发展战略袁同时推进开发开放袁营造
良好思想舆论氛围袁使大家对叶自豪
滨海曳一书的内容有了全面的了解袁
让居民对新区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袁 也让生活在这里的市民深
感自豪遥

读《自豪滨海》
为滨海自豪

日前袁新河街西江里社区组织社区儿童开展了创意纸扇制作活动遥在专业
手工制作老师的指导下袁 20余名孩子亲自动手制作创意纸扇遥 孩子们选好自
己喜欢的卡通图案袁动手发挥想象力袁为这些卡通图案涂上了鲜艳的颜色遥

文/图 记者 贾磊

小孩童动手
扇子“创意”足

本市生源计划招
80258人

姻 数字

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 袁2015
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评卷尧 成绩合
成工作日前全部结束遥 今年中考总分
值为 590 分袁 其中学业考试成绩分值
为 560 分袁 体育考试平时成绩分值为
18 分袁体育考试统一测试成绩分值为
12 分遥 今年学业考试全市平均分为
410.18分遥

全市总平均分
410.18分

中招录取工
作从 7 月 18 日
开始，录取工作
分为 3个阶段：

天津师范
大学五年制学
前教育专业录
取阶段

普 通
高中学校
录取阶段

其 他
各类中等
职业学校
录取阶段

全部实
行计算机网
上录取

报市重点高中有要求
报考市重点高中的考生袁 在市级学

业考查渊地理尧生物尧思想品德尧历史冤4
个科目中袁 至少有 2个科目的成绩达到
野良好冶标准袁其他科目达到野合格冶标准袁
区县级学业考查科目的成绩全部达到
野合格冶标准遥 报考其他普通高中学校的
考生袁 市级学业考查和区县级学业考查
科目的成绩须达到野合格冶标准遥

现役军人子女录取优先
在考生升学成绩相同时袁确定其录

取顺序的办法是院首先比较其是否为现
役军人子女袁如是则录取优先曰如情况相
同袁再比较其是否为驻外使领馆工作人
员随任子女袁如是则录取优先曰再比较其
是否为 2014要2015学年度区县级三好
学生袁如是则录取优先曰如情况相同袁再
比较其语数外三科成绩之和的高低遥

艺术类学校录取有原则
艺术类高中学校的录取根据招生计划

和考生文化考试成绩袁 确定文化考试录取
最低控制分数线遥 在文化考试上线的考生
中袁依据招生计划和考生志愿袁按照专业考
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顺序排列袁择优录取遥
未被录取的考生袁 可按其学业考试成绩和
所填报的其他志愿参加本市高级中等学校
统一录取遥 记者 路熙娜 通讯员 黄涛

1

2
3

已被录取的考生不得参加下一批次的录取

中招录取按顺序进行
招生各阶段录取批次顺序是院

天津师范大学五年制
学前教育专业 寅 艺术类高中学校 寅 9 所市重点高中

学校

其他高中学校其他五年制高职院校和野中高职衔接
系统培养技能型人才冶项目试验学校

野三二分段冶中
职接高职学校

普通中专尧职业高中尧技工学
校及外省市中职学校

570以上 134 92
565以上 513 352
560以上 1308 836
555以上 2701 1590
550以上 4740 2549
545以上 7261 3672
540以上 10136 4781
535以上 13244 5916
530以上 16352 6976
525以上 19452 8013
520以上 22377 8942
515以上 25126 9733
510以上 27696 10455
505以上 30186 11136
500以上 32506 11754
495以上 34639 12320
490以上 36639 12818
485以上 38518 13275
480以上 40291 13742
475以上 41884 14100
470以上 43389 14430
465以上 44817 14737
460以上 46201 15039
455以上 47492 15334
450以上 48748 15595
445以上 49900 15841
440以上 50973 16049
435以上 52037 16248
430以上 53035 16438
425以上 53945 16613
420以上 54913 16779
415以上 55776 16937
410以上 56561 17070
405以上 57371 17219
400以上 58167 17358
395以上 58917 17487
390以上 59610 17596
385以上 60284 17721
380以上 60946 17846
375以上 61621 17961
370以上 62216 18065
365以上 62787 18162
360以上 63358 18238

全市
累计人数

市内六区
累计人数

分数档

主要分数段分布情况（含政策照顾）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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