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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区“小升初”工作意见出台
各学校施教区范围公布，产权证取得、户口迁入须在6月10日前
晚报讯 昨天下午， 崇川区教
体局发布了 《2018年崇川区小学毕
业（升学）工作意见》。意见明确了今
年崇川区“小升初” 招生的相关政
策，并公布了各学校的施教区范围。
意见显示， 市教育局基教处和崇川
区教育体育局将联合组织成立2018
年崇川区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招生工
作小组， 负责组织中学教育集团审
核小升初入学资格。
和去年相比，今年崇川区
“小升
初”入学政策保持相对稳定，仍旧实
行以“户籍和合法固定住所为依据
落实就读学校”政策。 《意见》提出，
崇川区启秀中学、田家炳中学、第一
初级中学和学田中学除实施以上政
策外，另实行户证一致、学段管理、

获证时限制度。 其中获证时限制度
要求入学少年儿童法定监护人住宅
房屋产权证 （公租房屋使用证）取
得、户口迁入时间必须在2018年6月
10日以前（含6月10日）。
《通 知》显 示 ，6 月 上 旬 ， 区 内
各学校将按照文件要求， 收取并
审核毕业学生监护人提交的相关
入学证明材料。 7月5日至6日，区
教体局将在郭里园小学设点解决
小升初遗留问题。 7月11日，区教
体局仍在郭里园小学设点， 接受
崇川区外就读的小学毕业生单独
报名。
崇川区教体局提醒毕业学生家
长， 请尽早提交相关材料，7月12日
（含7月12日）以后提交“小升初”材

料的学生， 区教体局将一律统筹安
排该生的入学事宜。
市民如需了解政策细节、 施教
区范围等信息， 可前往崇川区教体
局官网查询下载，也可扫描二维码，
阅读晚报微信报道。
记者 沈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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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2018年崇川区域义务教育初中施教区
跃龙中学： 长江边（南通港）以
—通吕运河以南——
—老通扬运
东——
河接西濠河以西——
—北朱家园路接
孩儿巷南路接任港河以北
实验
—通
中学： 老通扬运河接西濠河以东——
吕运河以南——
—濠东路接东濠河以
西——
—人民中路以北； 通吕运河以北钟
—人民中路
秀街道区域； 南大街以东——
以南——
—东濠河以西——
—濠南路以北。
新桥中学： 工农路以东——
—通吕
运河以南——
—海港河以西——
—法轮寺
河以北；通吕运河以北钟秀街道区域。
虹桥二中： 外环西路以东——
—青
—姚港路以西——
—长江
年西路以南——
边； 外环西路以东——
—战胜河以南——
—
气象局路以西——
—青年西路以北；任港河
以南——
—外环西路以西——
—长江边。
易 家 桥 中 学： 跃龙南路以

东——
—青 年 中 路 、 青 年 东 路 以
—工农路以西——
—红星路接城
南——
山路接沿河路以北。
学田中学：工农路以东——
—法轮寺
河接通甲河以南——
—星城路以西——
—
学田河接南川园路接观阳路以北。
市三中学 ： 城山河北接东濠河
—
北接濠东路北接郭里头河以东——
通吕运河以南——
—工农路以西——
—
青年东路以北。
启秀中学 ： 西濠河以东——
—濠
南路以南——
—东濠河以西——
—青年
路以北； 西濠河以东——
—人民路以
—南 大 街 以 西——
—濠 南 路 以
南——
北； 姚港路以东——
—北朱家园路以
—跃龙路接跃龙南路以西——
—
南——
沿河路接长江边以北； 外环西路以
东——
—任 港 河 以 南——
—姚 港 路 以

西——
—青年西路接战胜河以北。
第 一 初 中 ： 长江岸以东、以
北——
—沿河路接城山路接红星路接
工农路接学田河接南川园路接观阳
—星城路接崇川路接开发
路以南——
区界以西。 代招区域： 星城路以
东——
—世纪大道以南——
—通富路以
—崇川路接开发区界以北。
西——
八一中学 ： 星城路接世纪大道
接通富路以东——
—通甲河以南——
—
通州界以西——
—开发区界以北。
崇川学校 （中学部）： 海港河以
东——
—运河以南——
—东快速干道以
—通甲河以北。代招区域：东快速
西——
干道以东——
—运河以南——
—观音山
—通甲河以北。
和通州交界处以西——
观河中学 ： 统筹安排观音山区
域小学毕业生。

我市食品4月安全监督抽检合格率超九成
12批次产品不合格，其中11批次为散装白酒
晚报讯 昨天， 市食药监局对
外公布
“
2018年4月份市级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结果”。本次监督抽检信息
涉及6大类食品，包括：食用油、油脂
及其制品、餐饮食品、水产制品、酒
类（含散装白酒）、粮食加工品、食用
农产品。 4月份完成抽样检验167批
次，12批次不合格，合格率92.8% 。
在本次抽检中， 有10批次白酒
中检出甜蜜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明确，白酒中
不允许添加甜味剂环己基氨基磺酸
钠（即甜蜜素）。同时，有1批次散装白
酒检出氰化物超标。氰化物导致人体
中枢神经系统迅速丧失功能，继而使

人体出现呼吸肌麻痹、 心跳停止、多
脏器衰竭等症状而中毒，还可能引起
后续的致癌反应。市食药监局专家指
出， 用粮食为原料酿造的白酒中含
有微量氰化物是正常的， 也是不可
避免的， 但必须控制在国家食品安
全标准规定的限度范围内。
此外，在本次抽检中有1批次菜籽
油中过氧化值超标。 过氧化值严重时
会导致人体产生肠胃不适、 腹泻等症
状； 长期食用过氧化值超标的食物会
提高人体心血管病、 肿瘤、 动脉硬
化、心肌梗塞等慢性病发病率。
为此，市食药监局提醒消费者，
在选购白酒时， 要注意经营者合法

资格， 应选择证照齐全、 有一定规
模、信誉好、食品质量把关较严的场
所；慎购小型超市、餐饮店、地摊、流
动摊位提供的散装白酒。 夏季温度
过高， 临近保质期食品变质的可能
性会加大；此外，还要注意查看食品
保质期， 尽量不要购买以“低价”、
“促销”等名义销售的即将到期的食
用油、油脂产品。在超市购买的食品
要保留购物小票， 若在农贸市场尽
量要选择证照齐全的固定摊位，一
旦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 第一时间
向当地食品监管部门反映或拨打
12331投诉举报热线。
记者 冯启榕

汉中仙毫、土猪腊肉、羊肚菌……

陕西城固农产品走进南通
晚报讯 昨天上午， 陕西汉
中市城固县农产业招商暨特色农
产品推介会在市开发区召开。 来
自秦岭巴山地区的汉中仙毫、土
猪腊肉、羊肚菌、蜂蜜以及多种当
地特色农产品亮相展会现场，来
自我市和省内其他地区的40多家
企业代表， 参加了本次招商及农
产品推介会。
城固县位于陕西省汉中盆地
腹地，生物资源丰富，农产品优质
“西北小江南”之称。这
多样，素有
次推介会上，城固县带来了5大类
24种特色农业产品。 其中以汉中
仙毫为代表的茶叶、 猕猴桃、柑
橘、 养殖大鲵等农产品的品质均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除了农产品外， 城固县的制

造业、 农旅项目合作也受到了与会
企业的关注。 城固县副县长周小军
表示，城固县资源富集，生物、旅游、
矿产、航空资源丰富独特，除现场推
广的15个农业产业项目外， 城固县
还提供了涵盖装备制造、现代材料、
生物医药、现代农业、文化旅游、商
贸物流和城市建设等方面的近百个
项目目录，供与会企业代表参考。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纪
工委副书记、监察审计局局长、城固县
委常委、副县长王文先表示，南通开发
区和城固县的扶贫协作， 是经济、人
才、资源的全方位合作。 今后两地还将
举行其他类似活动， 让两地形成良好
的交流机制和长期合作机制， 吸引更
多的南通人去城固县投资兴业。
记者 沈樑

南通理工学院举行校园科技展

大批特色机器人集体亮相
晚报讯 昨天下午， 在南通
理工学院第二届科技文化节的科
技展上， 一个会弹吉他的机器人
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关注。 一首
首动听的乐曲从它的指尖流淌出
来，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机
器人发明团队成员之一的张雨凌
介绍， 这个机器人有个好听的名
字，叫做
“
萝卜乐队”，他拥有148只
手指，并且学习能力超强，每首曲
子弹奏第一遍就十分娴熟流畅。
这场令人耳目一新的校园科
技展堪称亮点纷呈， 各种各样的
机器人纷纷亮相。一款
“机械码垛
机器人” 能够将仓储货物进行有
序堆放， 最高能堆放到18层，“现
在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出现了
用工难、用工荒，一些高强度、高
体力、简单重复的劳动岗位，往往
无人问津。而码垛机器人的出现，
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还大大

节省了人工。”机械工程学院的胡浩
如是说。 另外一款“
智慧快递”机器
人， 则有可能让现在的快递小哥下
岗啦！ 电气与能源工程学院的作品
“无线充电电动船”改变了传统电动
船充电费时费力的问题。
据了解，南通理工学院的科技文
化节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科技文化
节的主题是： 展示科技创新成果、普
及高新技术产业、 激发科技创新潜
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社会经
济发展。 此次科技展共展出师生作
品，包括实物作品和软件作品、研发
项目共计74件，专利275个。 2017年，
该校获得发明专利授权41件， 其中2
件已被企业购买，实现了产品化。 此
次展览作品和研发项目大多数是根
据企业具体的需求开展的，很好地体
现了南通理工学院应用型的办学定
位和人才培养定位。
记者 冯启榕

南通开放大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

市民们零距离接触非遗绝活

中信南通分行私人银行分中心成立

市民将享受更专业高效的综合金融服务
晚报讯 5月9日下午， 中信银
行南通分行私人银行分中心正式挂
牌成立。在当天举行的以
“
大家风范
尊逸人生”为主题的揭牌仪式暨私人
银行产品发布会上，中信银行随之奉
上了税务规划、财富管理等多领域的
饕餮盛宴，为南通广大市民提供更为
专业高效的综合金融服务。
中信银行隶属于中信集团，中
信集团在金融领域覆盖了全牌照业
务，2017年，中信集团连续第九年上
榜了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
位居第172位；同年，中信银行被英
国《银行家》杂志评为“中国最佳商

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荣获了中国
中国最佳私人银行
银行业协会的“
奖”、《银行家》的“十佳家族信托管
理创新奖”、《管理财富》的“最佳资
产管理奖”等奖项。中信银行南通分
行于10年前布局南通市场，目前，该
行在南通所有县（市）区已实现了网
点的全覆盖。
此次中信银行南通分行私人银
行分中心的成立得到了中信银行南
京分行的大力支持， 南京分行副行
长王志军在出席当天的揭牌仪式时
提出，分中心成立后，将充分依托中
信集团， 中信银行总、 分行各项资

源，通过“
1+1+N”的服务模式，为南
通地区高净值客户提供“不止于银
行、不止于金融”的综合金融服务解
决方案，以专业化、差异化、个性化
的服务与产品， 为高净值客户创造
更大价值。
产品发布会上， 中信银行还特
邀了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苗女
士就
“财富管理和传承”话题作了精
彩讲座，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私人银
行中心总经理助理蔡敏就中信银行
私人银行服务与产品进行了全面介
绍， 她们的精彩演讲让与会者获益
匪浅。
记者 叶国 通讯员 陈晨

马以花展示非遗棕编制作技艺。 记者 尤炼
晚报讯 巧手翻飞， 短短几分
钟， 将新鲜棕榈叶编成一朵造型逼
真的
“
玫瑰花”……5月9日上午，50岁
的非遗传承人马以花在第二课堂上
展示非遗棕编制作技艺。 当日，南通
开放大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学
生家长代表、 虹桥街道虹西社区和
新西社区居民代表、 党建共建单位

代表应邀走进该校外环校区参观。
近年来， 南通开放大学根据中
职学生的特点，着力打造启航文化，
从
“
德育、文明、安全、才艺、专业、创
业”等六个方面，引领学生“追求梦
想、扬帆启航”，让学生爱上学校、家
长支持学校、社会认同学校。
记者 尤炼 通讯员 夏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