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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提醒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秦健

江津河长公示牌亮相河（库）边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罗永攀
通讯员 陈元媛 李红霞

报名地点报考层次要看清
在校生在就读学校所在区县（自治县）招考机

构设置的报名点报名，其他考生在户口所在区县
（自治县）招考机构设置的报名点报名。

普通类非英语语种考生须在指定区县报名：日
语考生在南岸区、涪陵区报名，俄语考生在南岸区、
万州区报名，法语考生在南岸区报名，德语考生在九
龙坡区、南岸区、渝北区、铜梁区、万州区报名，西班
牙语考生在九龙坡区报名。

报名时，须交验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
或学历证明，市外转回的普通高中毕业生还需提
供学业水平成绩（具有国家学籍号）和素质评价报
告。

报名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进行，考生可登录重
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和重庆招考信息网的网
报入口进行报名。

报普通类（普通文科、文科艺术、文科体育、普
通理科、理科艺术、理科体育）的考生除须明确选
择报考层次（本科或专科）外，还需确定是否兼报
或单报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中的普高类。报高职对
口类和中职直升类的考生在报名阶段不设报考层
次。

艺术类考生需采集指纹

考生凭身份证和《报名信息校对卡》进行电子
摄像。具体时间、地点及要求按所在区县（自治县）
招考机构的规定执行。考生照片采用蓝色背景一
寸齐胸近期正面免冠像，要确保清晰、准确无误。

凡是报考普通文理艺术类和高职对口艺术类
的考生在电子摄像时需采集左右手拇指指纹各2
次，要求手指肚朝下，平放在指纹采集器窗口，采
集前要确保左右手拇指表面清洁无污物。

考生填报信息有4点须知

市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考生报名信息
是考生资格审查、考试和录取、报到注册、学历颁发
的重要依据，如果信息缺失、错漏将造成考生录取后
无法在教育部注册，毕业时无法获得毕业证书等后
果。考生在填报时要慎重，确保本人各类报考信息
的正确，并对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重庆商报讯 昨天，记者从中法供
水有限公司获悉，因重庆龙湖新大竹林
项目一期一组团DN300管道接水工程，
届时北部新区重庆龙湖新大竹林项目一
期施工用水、北部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施
工用水沿线及周边地区将于2017年 11
月 15日 19：00至 24：00停水 5小时，请
以上区域市民做好储水准备。

重庆商报讯 昨日，重庆火车站发
布消息，即日起我市到南充、广州的多趟
列车停运，计划出行的旅客请查询好车
次，以免耽误行程。

据悉，此次停运的列车具体如下：自
2017 年 11 月 13 日起，重庆北-南充
K9362/3 次停运；自 2017 年 11 月 13 日
起，南充-重庆北 K9364/1 次停运；自
2017 年 11 月 13 日起，重庆北-南充
K9366/7停运；自2017年 11月 13日起，
南充-重庆北K9368/5次停运。自2017
年 11月 22日至 12月 24日，重庆北-广
州 K358/5 次停运。自 2017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26 日，广州-重庆北 K356/7
次停运。要前往这两地的旅客，请选择
其他车次出行。

重庆商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卫生人
才交流中心获悉，“拜博口腔·2017年大
型西部医药卫生人才大型交流会”将于
11 月 18 日 9：00~13：00 在重庆陈家坪
展览中心举行。届时，来自重庆、四川、
贵州、甘肃、海南、湖北、湖南、江苏、陕西
等地的 300 余家医疗机构将提供岗位
10000余个。本次交流会作为西部地区
最具规模、最具影响力的卫生类人才交
流盛会，吸引了市内外部分医疗卫生机
构，开出丰厚待遇“抢”才。

其中公立医院占到90％以上，涉及
专业与岗位面广量多，包括：临床医学
类、中医类、妇产科、儿科、影像（放射、B
超）、外科、麻醉、公共卫生类、药学类、护
理类、管理类、文职类、营销类等。

为吸引高层次人才，有的医院现场
笔试和面试，对符合条件的研究生进行
现场考核就能进入编制；对高层次人才
一些医院开出重金奖励。

重庆商报讯 近日，在江津
区的大小河（库）边出现了一块块
河长公示牌，公示牌上详细写着
河道名称、长度、各级河长姓名、
河长职务、手机号码、河流示意图
等一系列信息，让人一目了然。

记者从江津区河长办了解
到，连日来，江津区共计安装这样
的河长公示牌 476 块，主要围绕
全区 30条河流 222座水库进行，
所有公示牌统一由区河长办按要
求制作安装。同时，江津区河长

办会同各镇街对公示牌竖立位置
进行仔细勘选，以保证公示牌发
挥最大实效。

据悉，河长公示牌的设立是江
津区落实河长制信息公开的重要
载体，是实现全民治水、保水、护水
的一个重要环节。市民可以通过
公示内容，对非法排污、捕捞、养
殖、采砂、侵占水域岸线等各种违
法问题进行及时监督、举报，共同
参与河（库）流域水环境的治理。

目前，全区共设区级河长 17
名，镇（街）河段河长142名，村级
河段河长 246 名，实现了区、镇、
村三级“河长”全覆盖。

据新华社电 教育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13日发布《高校
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规
定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
至高校，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要

“切实把师德评价放在首位”。
办法明确，尚不具备独立评

审能力的高校可以采取联合评
审、委托评审的方式，主体责任由
高校承担。高校副教授、教授评
审权不应下放至院（系）一级。高
校主管部门对所属高校教师职称
评审工作实施具体监管和业务指
导。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对高校教师职称评审
工作实施监管。

办法要求，高校要按照中央深
化职称制度改革的部署，结合学校
发展目标与定位、教师队伍建设规
划，制定本校教师职称评审办法和
操作方案等，明确职称评审责任、
评审标准、评审程序。校级评审委
员会要认真履行评审的主体责
任。高校制定的教师职称评审办
法、操作方案等文件须符合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和职称制度改革要
求。文件制定须按照学校章程规
定，广泛征求教师意见。

据新华社电 国家体育总局
13日通过官网发布《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旨在
积极发挥各级体育部门服务全民
健身的职能作用，着力解决广场舞
健身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通知》中指出，2015年文化部
会同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城乡建
设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广场舞

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积极促进和
规范了广场舞健身活动的开展。但
是，广场舞健身活动依然存在场地
不足、噪音扰民、管理服务不到位等
突出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健
身群众抢占活动场地的冲突，成为
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主动作为，积
极发挥各级体育部门服务全民健

身的职能作用。具体要求分为四
方面内容，包括“多措并举增加广
场舞健身活动场地供给”“严格规
范广场舞健身活动行为”“切实加
强广场舞健身活动组织和队伍建
设”“建立和完善广场舞健身活动
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其中，在“严格规范广场舞健
身活动行为”的内容中，《通知》明
确强调向广场舞健身活动中出现

的四类不良现象说“不”，其中包括
不得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开展
广场舞健身活动；不得通过广场舞
健身活动非法敛财、传播封建迷信
思想；不得因广场舞健身活动产生
噪音影响周边学生上课和居民正
常生活；不得因参加广场舞健身活
动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卫生和公共
场地设施，扰乱社会治安、公共交
通等公共秩序。

高考开始报名了
考生请看清
这些注意事项

我市2018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从11月 13日至22
日报名，市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了高考报名有关注意事项，
提醒考生填报信息有4点须知。同时，报名时，报普通类的
考生除须明确选择报考层次外，还需确定是否兼报或单报高
职分类考试招生中的普高类。

外语口试为意向性选项

报考外语、外贸、外经类专业的考生，应参加外语口试。
外语口试安排在2018年6月9日进行，考生根据自身需要选
择“是”或者“否”，具体情况可以向报名所在地区县（自治县）
招生考试机构咨询。是否报外语口试为意向性选项。

身份信息差误应先更正

考生如确有身份证上姓名与户籍姓名不一致，或民族与
户籍民族不一致的情况，请先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更正，凭
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在报名结束前到区县（自治
县）招生考试机构申请修改。

考生姓名不得随意更改

为了保证考生信息的准确性，避免因信息不准确带来影
响录取、报到、注册、办证等问题，考生在高考报名结束后不
得随意更改自己的姓名，否则无法进行学籍注册。

考 生 必 须 准 确 填
报“考生类别”。

学 籍 届 别 。 学 籍
为 2018 年毕业的考生
填“应届”，凡已获得中
等学历教育证书一年
（含）以上者均为往届，
其他归并为应届。从
初中毕业生中招收的

“五年一贯制”等中等
学历教育毕业直升者，
均属其他中等学历教育毕业，并参加转入高等学历教
育当年的高考报名，考生类别归为应届毕业生。毕业
中学须填高中阶段毕业时学籍所在学校。

城乡属性。考生的城乡属性以重庆市统计局最新
的城乡区域划分为准，城乡分类第一位数字为“2”表
示“乡村”，考生本人户籍所在区域属“乡村”属性的填

“乡村应届”或“乡村往届”。考生所填的城乡属性必
须与户籍所在地的城乡属性一致。

户籍地

考生户籍所在地以户口本上的为准，填报时要细
化到居委会或村委会。

特征申报

国家专项（14 个连片贫困区县）、高中贫困毕业生
（农村建卡贫困户家庭、城乡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
的特征须与网报同步进行申报，区县（自治县）招考机
构将根据考生的申报准备特征申报表。其它类的特
征考生可在报名点领取申报表，按规定进行申报。考
生申报的特征是否符合规定以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后
为准。

手机号和邮箱

考生主要手机号码、电子邮箱等栏应填确定能
联系到自己的手机号和有效接收信息的邮箱，在录
取结束前不要变更，用于接收短信校验码等有关重
要信息。

考生类别

大竹林片区
15日停水5小时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我市到南充等地
多趟列车停运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周六
300家医疗机构招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停水

交通

招聘

高考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将把师德放首位

体育总局：
不得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跳广场舞

萨尔波勒扎哈卜，位于伊朗克
尔曼沙阿省的一个小镇，刚刚经历
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一切
似乎还笼罩在因房屋倒塌而腾起
的漫天烟尘中。

铲车在断壁残垣上轰鸣，清理
着堆积的瓦砾；吊车小心翼翼地抓
起危楼上摇摇欲坠的楼板；救援队
伍持续不断地搬开一块块沉重的砖
石；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人，救人。

30多支伊朗国内的救援队伍
和来自土耳其等周边国家的救援
队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赶到这
里。10多个小时毫不间断的救灾
工作让强壮的救援人员体力严重
透支，但每个人都在坚持。因为他
们知道，他们每坚持一分钟，就给
那些被埋在废墟下的人多一分生
还的机会。

地震给萨尔波勒扎哈卜这座
距离边境仅20公里、只有5万居民

的小城镇带来巨大灾难，十几个村
庄的数千栋房屋倒塌，大量人员伤
亡。此外，这里的学校已全部关
闭，水电和通讯尚未恢复，食品和
饮用水也面临短缺，夜里气温下降
较快，很多灾民都是被安置在临时
搭建的帐篷里，健康和生活情况不
容乐观。

当地一名救援人员说，受灾地
区地处伊朗偏远地带，路况很差，
各种救援物资运到灾区花费的人
力物力和时间成本高昂，短时间内
很难满足全部受灾民众需求。

另外，由于该地区民房基本都
是夯土或砖瓦结构，中小规模地震
就会引发大规模损坏。而一旦发
生强震，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情况
会更为严重。救援人员担心，随着
救援工作的深入，伤亡人数还会进
一步上升。“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
把救人放在第一位。” 据新华社

伊朗官方媒体 13日公布的统
计数字显示，12日晚发生在伊朗与
伊拉克边境地区的地震已经致使
伊朗方面至少328人死亡，4000多
人受伤。伊拉克造成至少 9 人丧
生，数百人受伤。

伊朗至少328人死亡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
网消息，伊拉克苏莱曼尼亚省哈莱
卜杰西南32公里处当地时间12日
晚 9 时 18 分（北京时间 13 日 2 时
18 分）发生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
33.9公里。

伊朗国家电视台13日报道，地
震共造成伊朗方面至少 214 人丧
生，另有 4000 多人受伤。稍晚些
时候，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死亡
人数已经增至328人，并有可能进
一步上升。

路透社报道，这次伊朗方面受
地震影响最严重的当属克尔曼沙
阿省。在这个省的萨尔波勒扎哈
卜县，至少 142 人死于地震，当地
距离两伊边界15公里。

伊拉克至少9人丧生

按路透社的说法，伊拉克受灾
最严重的地区是达尔班迪汗镇，当
地位于苏莱曼尼亚省首府苏莱曼
尼亚市以东75公里处。库区卫生
部长雷考特·哈马·拉希德说，当地
30多人在地震中受伤。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苏
莱曼尼亚省 12 日晚发生强烈地
震，地震造成至少 9人丧生，数百
人受伤。

苏莱曼尼亚省卫生部门官员
对记者说，位于该省首府苏莱曼尼
亚市东南35公里处的达尔班迪汗
镇因靠近震中，受损严重，该镇有4

人丧生，其它地区有3人丧生。苏
莱曼尼亚省还有超过300人受伤。

伊拉克东部迪亚拉省官员 13
日确认，地震造成该省包括一名
儿童在内的 2 人丧生，约 200 人
受伤。

伊拉克水资源部 12日晚警告
说，地震发生后，位于达尔班迪汗
镇附近、迪亚拉河上的达尔班迪汗
大坝坝体安全情况不明。13日，水
资源部专家和工程师工作组已启
程前往大坝查看情况。

山崩和断电影响救援速度

伊朗克尔曼沙阿省副省长穆
杰塔巴·尼凯尔达尔证实，当地政
府正在搭建3处赈灾营地。

伊朗政府分管赈灾的官员皮
尔·侯赛因·库利万德说，现阶段难
以向一些偏远地区派遣救援队伍，
因为“地震引发的山崩阻断了道
路”。此外，重灾区萨尔波勒扎哈
卜县的一家主要医院已经被严重
损毁，被送至那里的数百名伤员无
法接受治疗。

伊朗内政部长阿卜杜勒－礼
萨·拉赫马尼·法兹利证实，军队正
在赶赴震区参与救援。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30支医疗救
援队已经出发前往震区。

伊朗红新月会负责人说，超过
7万人需要紧急避难。卫生部呼吁
民众为伤员献血。

一名伊朗石油部门官员说，石
油管道和炼油厂尚未受地震影响。

据路透社报道，地震已经造
成伊朗和伊拉克数座城镇断电，
由于余震不断，两国数以千计居
民不得不在户外躲避。伊朗一家
地震观测中心说，他们统计到 50
次余震，预计还会有更多余震发
生。

两伊边境强震至少337人丧生逾4000人受伤

现场直击

救人，刻不容缓

据新华社电 香港浸会大学
13 日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
言、实验物理学家多纳尔·布拉德
利等5人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
们在不同领域的成就和贡献。

当天在香港浸大校园举行的
毕业典礼上，莫言获颁授荣誉文学
博士学位。浸会大学的赞辞介绍，
莫言于 2012 年获颁诺贝尔文学

奖，是世界当代作家的杰出代表之
一，在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另外布拉德利获颁荣誉理学
博士学位、现代中国历史学家柯
伟林获颁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
香港企业家冯国纶获授荣誉工商
管理博士学位、香港消费者委员
会前总干事陈黄穗获授荣誉社会
科学博士学位。

莫言获颁授香港浸会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昨日，伊朗，救援人员搜寻幸存者。 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