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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
峰 通讯员 吴吉炜）昨日，芝罘区教体
局发布“芝罘区 2021年义务教育段民

办学校招生入学须知”。7月13日起，
芝罘区民办学校开始网上报名，报名
顺序与入学先后顺序无关。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昨日，
烟台市教育局发布《致师生家长的一封信》，
就暑期安全作出提醒，假期离开居住地应向
学校报备，12岁以下儿童不得骑自行车上
路，16岁以下孩子不准骑电瓶车上路。

市教育局提醒，暑假期间应注意5方面安
全问题。其中，在疫情防控安全方面，由于当
前境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国内仍有高风险
地区，需警惕新冠肺炎疫情输入和反弹风
险。坚持“非必要不出境或到中高风险地区”
的原则，确需离开居住地，应提前了解目的地
疫情形势并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全程做
好个人防护，并及时向学校报备。外出到人
员密集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要做好个
人防护，戴口罩，保持合理距离，回家后要及
时采取洗手洗脸消毒等措施。

同时，还要注意防溺水安全。市教育局
介绍，近年来，溺水事故是危害学生生命的
第一杀手。今年夏季雨水较多，未成年人溺
水等安全事件进入高发期。老师家长要切
实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监管，做到防溺水安
全“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
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
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
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
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在交通安全方面，要做到安全出行，文
明乘车，主动遵守道路交通法规，自觉避让
行驶车辆，坚决做到：不在公路上玩耍；不乘
坐拖拉机、农用车、货运车等非客运车辆；不
乘坐拼装车、报废车等非法运营和车况差的
车辆；不乘坐超载、超速车辆；中小学生不得
驾驶摩托车、汽车等机动车辆，12岁以下儿
童不得骑自行车上路，16岁以下孩子不准骑
电瓶车上路；乘坐客运车辆时不将手脚等身
体部分伸出车窗外。

在居家安全方面要做到不在飘窗或阳
台上玩耍；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
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往窗外抛物；规范使用
燃气设备并注意开窗通风；不玩火，发现火
情，及时拨打119；不去网吧、酒吧、电子游艺
厅等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控制手机、
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不沉迷网络
或电子游戏；不制造与传播虚假信息；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

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学生，还应注意心理
安全问题。对孩子自身来说，应多与父母、家
人、朋友沟通、交流；多与正直开朗、积极乐观
的朋友交往；多理解宽容他人、多自我激励、多
微笑；遇到问题尽力自己解决，同时学会咨询
求助；遇到挫折不气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
用”；学会感恩，管理情绪，开心过好每一天。

邮轮产业被视为“漂浮在黄金水道上的
黄金产业”。进入 21世纪以后，世界顶级邮
轮公司纷纷抢占中国市场，高素质的邮轮管
理人才成了海外邮轮公司竞邀的对象。目
前全球豪华邮轮数量已达 200多艘，一般每
艘船要配备800-1600名员工，因此急需招募
大量的国际海乘人员。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是山东省高职国
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教学指导方案开发参与
单位、“中国高等院校邮轮人才培养联盟”联
盟院校、美国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全国重点
招聘联盟院校，并与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洋海事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山东国信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等公
司建立合作关系，畅通国际邮轮就业渠道。

本专业围绕新时代对邮轮服务与管理
人才的需求特征，坚持“能力优、情商高、技
能强”的培养理念，培养掌握国际邮轮运营
服务岗位群的基本知识与实践
技能，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英语、
韩语（或日语）基本的交流与沟
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潜力，能胜任国际豪华
邮轮、游艇旅游企业及相关组
织餐饮、客舱、康乐、会议等岗
位的服务、策划、营销及运营管

理等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并能为学生继续
攻读本科学位提供全方位支持。

本专业核心课程包括：邮轮概论、国际
海事法规、邮轮服务英语、邮轮面试礼仪、邮
轮餐饮服务管理、邮轮客舱服务管理、邮轮
休闲娱乐服务管理、邮轮服务礼仪、邮轮服
务心理学、邮轮市场营销等。在校期间学生
可以考取茶艺师、调酒师、品酒师、侍酒师、
咖啡师、导游证、海员证、1+X社会心理服务
证书、1+X邮轮运营服务职业技能中（高）级
证书等。

招 生 咨 询 热
线：0535－6911911、
6911900

校址：莱山区
火炬大道3966号

网 址 ：www.
yvcct.edu.cn

走遍五洲四海，驶向碧海深蓝
欢迎报考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

13日起芝罘区义务教育段民办学校网上报名
崇文学校因涉及拆迁，在未落实新校舍之前暂停招生

按照招录流程，7月 19日，芝罘区
教体局组织民办学校对审核通过名单
进行公示。报名人数不足招生计划数
时，全部录取。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
划的，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招生，招
生计划要一次性用完。

7月 22日，芝罘区教体局将组织
电脑派位工作，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家长代表参与，公证处现场公证。
电脑派位结束后现场打印新生录取名
单并公示，家长可通过智慧招生平台、
学校微信公众号查询派位结果。全部
录取结束后，未被录取的适龄儿童少

年，可根据自己意愿，选择到尚有空余
学位的民办学校，符合条件的也可参
加公办学校招生报名。

7月23日-25日，各学校组织家长缴
费确认，确认后名单报芝罘区教体局备
案，逾期未缴费的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家长需注意，监护人要如实填报
信息，由于自身原因填报错误信息，导
致孩子无法入学的，责任由监护人自
行承担。芝罘区教体局提醒家长，如
在大数据比对中发现提供虚假证件
的，由监护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
纳入个人诚信系统。

7月19日公示审核通过名单，22日组织电脑派位工作

芝罘区参与招生的民办学校共 7
所，分别是烟台外国语实验学校、烟台
市双语实验学校、烟台青华中学、烟台
培英学校、芝罘区星海艺术学校、烟台
中大德美学校和芝罘区东方外国语实
验学校。崇文学校因涉及拆迁，在未
落实新校舍之前暂停招生。

按照规定，每名适龄儿童少年限
报 1所学校，若重复报名，视为无效。
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采取电脑
随机派位方式招生。

由烟台市审批的民办学校，包括

烟台外国语实验学校、烟台青华中学和
烟台培英学校，招生范围为：Ⅰ类，烟台
市内七区（芝罘、莱山、牟平、高新、福
山、开发、蓬莱）户籍适龄儿童少年、非
烟台市内七区户籍但父母等法定第一
监护人之一在5月30日前取得芝罘区
居住证或符合芝罘区外来务工入学条
件的适龄儿童少年；Ⅱ类，烟台市域内
户籍“非Ⅰ类”的适龄儿童少年。

由芝罘区审批的民办学校，招生
范围为Ⅰ类。招生学位有余额的，可
以接收Ⅱ类。

每人限报1所，超出计划的将由电脑随机派位

今年芝罘区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报
名通过芝罘区智慧招生平台办理，并
将通过烟台市政务信息资源数据共享
交换平台对家长所填报的各项信息进
行大数据比对。

芝罘区招生总体时间安排为，7月
中旬民办学校招生，8月上旬公办小学
招生，8月中旬公办初中招生，具体招
生时间和要求将会提前发布，家长也
可通过芝罘区智慧招生平台及时关注
相关招生信息。

民办学校招生具体要求已公布。
招生对象为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适
龄儿童少年。小学为2015年8月31日
（含）前出生的年满 6周岁适龄儿童少
年；初中为2021年小学应届毕业生。

目前，网上报名登记时间已确定
为 2021年 7月 13日-16日，此阶段开

放民办学校智慧招生平台系统，家长
如实填报相关信息，按要求上传相关
材料并进行提交。需要提醒家长的
是，网上报名登记先后顺序与入学先
后顺序无关，为避免网络拥堵，建议错
峰登录系统进行报名登记。

信息核验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7
日-18日。家长提交信息后，芝罘区
教体局将通过烟台市政务信息资源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对信息进行核
验。核验通过后，所有信息均无法改
动；核验未通过的，此阶段可继续进
行信息修订并提交核验。对于因特
殊原因无法通过烟台市政务信息资
源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在线核验的，可
根据智慧招生平台通知的线下审核
时间和地点，携带相关材料原件按时
参加现场审核。

网上报名登记时间为7月13日-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