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多位文化名家
进高校当“导师”

“文化名家进高校”首场活动走进安徽师范大学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中国戏剧

梅花奖得主汪育殊，著名黄梅戏表演

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蒋建国、

吴亚玲，皖籍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斯兰，

省摄协主席陈志勇，省作协副主席许

春樵，省书协副主席韦斯琴……昨日

下午，来自全省的20多位文化艺术名

家走进安徽师范大学，作为“编外导

师”与安师大学子面对面交流指导，为

他们奉上了一道文化大餐。

当天下午两点，在安徽师范大文

学院，省作协副主席许春樵为文学院

学生们做了题为《小说说什么》的讲

座，与学生们面对面交流小说及其写

作。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学生们也听

得全神贯注。

当天下午，共有来自全省的 3 支

文艺小分队与安师大学子面对面交流

指导。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还为

安师大师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

出，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汪育殊，著名

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

得主蒋建国、吴亚玲，皖籍著名女高音

歌唱家斯兰等纷纷登台演出献唱，让

更多的学生了解徽文化，爱上徽文化，

从而传承和发扬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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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培养士官院校
在我省计划招生816人
6月26日填报志愿

市场星报、

安 徽 财 经 网

（www.ahcai-

jing.com）、掌中

安徽记者从省

考 试 院 获 悉 ，

2018 年在安徽

省招收定向培

养士官的院校

共28所，招生人

数为 816 人，6

月26日至27日

考生网上填报

志愿。定向培

养士官执行现

行专科提前批

次录取政策，设

置6个院校平行

志愿，每所院校

设4个专业志愿

及专业服从志

愿。入伍后授予

下士军衔，工资

约为4500元/月。

□ 记者 于彩丽

6月 13日，

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发布 2018 年

公安院校报考须

知，6月26-27日

网上填报志愿，

报考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中国刑

事警察学院（治

安学、禁毒学、警

犬 技 术 专 业 除

外）的考生，高考

成绩需达到本科

第一批次录取控

制分数线。6月

28 日公布以上

公安院校招生面

试分数线。

□记者于彩丽

6月26日填报志愿
据悉，2018年在安徽省招收

定向培养士官的院校共 28 所。

招生人数为816人，其中陆军65

人、海军 185 人、空军 120 人、火

箭军 206 人 (含女生 8 人)、武警

175 人、战略支援部队 60 人，省

军区5人。

报考定向培养士官考试于6

月26日至27日考生网上填报志

愿。定向培养士官执行现行专

科提前批次录取政策，设置 6 个

院校平行志愿，每所院校设 4 个

专业志愿及专业服从志愿。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从政治考

核、体检和面试合格考生中，依据

考生填报志愿和高考成绩，按照

定向招生院校计划数 100%投

档。7 月中旬，安徽招生考试网

提供录取结果查询。

入伍后授予下士军衔
定向培养对象完成实习入伍后，

由招收单位分配至部队服役。

在校学习时间视同就业时间，入

伍后授予下士军衔，工资约为

4500 元/月。享受学费补偿代

偿政策，入伍后按每年不超过

8000 元一次性补偿在校期间学

费。实习期间按义务兵新兵标

准发放津贴，服役期间享受专升

本、保送入学等政策，服役满 12

年以上的退役后由政府安排工

作等等。

军校生的招生层次为本科，

学制为 4 年，部分医学类院校的

学制为 5 年，体检标准为《军队

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

毕业后由院校根据军委政治工

作部的分配计划，统一分配到军

队系统，任命为军官。

定向培养士官生的招生层次

为专科，学制为3年，体检标准按

照征集义务兵的规定执行，面试

工作由招收部队、试点高校会同

兵役机关共同组织。毕业后由高

校所在地兵役机关办理入伍手

续，由招收部队训练指导机构派

出接兵人员，会同当地兵役机关

完成档案交接，统一接入部队。

星报讯（王田田 记者 马冰璐）今

天，一年一度的中考正式拉开帷幕，

在合肥市五十中南校考点考试的考

生，如果需要文具、水、风油精等用

品，可以到辖区金荷社区在考点北门

设置的爱心候考志愿服务站领取。

天气炎热，如果考生和家长因天

气炎热，感觉身体不适，也可以前往

志愿服务站寻求帮助，辖区社区医院

的医生在中考期间，都将坐镇那里，

为考生和家长服务。

此外，考生家长除了可以在志愿

服务站纳凉、等候考生外，离学校一

条马路之隔的社区还专门开放会议

室，供考生家长候考、纳凉，家长可以

在那里吹吹空调、读读书报。

中考大幕拉开
家长候考纳凉来这里

根据《星报传媒业务账款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试行）有关规定及相关法律规定，本公司发现部
分离职人员存在账款未清理问题，并已对涉嫌违
法犯罪人员采取司法强制措施。现为进一步清理
账目，请相关离职人员在本公告发布七日内返回
本公司配合账目清理工作。

逾期不到者，在本公司清理过程中如发现离

职业务人员存在签订阴阳合同、中转合同、贪污、
截留、挪用、侵占业务款的行为，该业务人员除上
缴被贪污、截留、挪用、侵占的业务款及相应利息
外，还将被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公司
同时保留民事诉讼追偿损失的权利。

需要返回配合清理账目人员名单：季娜娜、陈
律立、朱荣花、凌斌、汪海涛

安徽星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18.6.13

公 告

报考公安院校的考生须于6

月26日～27日在市、县招办指定

的地点上网填报志愿。报考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

院（治安学、禁毒学、警犬技术专

业除外）的考生，高考成绩需达到

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报考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治安学、

禁毒学、警犬技术专业和铁道警

察学院、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江西

警察学院、云南警官学院的考生，

高考成绩需达到本科第二批录取

控制分数线。报考安徽公安职业

学院的考生，高考成绩需达到高

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

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统

一安排在提前批次录取。公安

院校的普通招生计划和面向农

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

安排在提前批次同时投档。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根据

考生填报的志愿，按照招生计划

数与报考考生人数的比例，从高

分到低分划定面试分数线，并于

6 月 28 日在安徽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网上公布以上公安院校招

生面试分数线。招生面试地点

统一设在安徽公安职业学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六所学校

招生面试从 6 月 29 日上午 8 时

开始到 6 月 30 日下午 18 时结

束，共两天。安徽公安职业学院

面试则是从 7 月 1 日上午 8 时开

始，到7月5日下午18点结束。

考生面试具体分为目测面

试、体检、体能测评三个项目，依

次序进行，上一项目合格者，方

能参加下一项目的检查、测评。

公安院校6月26～27日填报志愿
28日可查看招生面试分数线

2018中考今天开考
合肥市区的报名人数突破三万人

星报讯（记者 胡龙生） 今天，

2018 年中考将拉开大幕，市场星报、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记者

从合肥市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合肥市

区的中考报名人数，从 2013 年开始，

已经连续六年持续增长，今年首次突

破三万人大关，达到了30293人，较上

年增加 809 人，增幅为 2.7%。合肥市

的报名人数在连续五年减少后，止跌

回稳，报名人数为68467人，较上年增

加1639人，增幅为2.5%。

据悉，合肥市区的考点按照分区

管理、相对就近的原则，合肥市共设 6

个考区、51 个考点，其中市区共设 25

个考点、1013个考场。

与往年一样，今年中考依然实行网

上评卷，由于网上评卷需要事先对考生

的试卷进行扫描，并对扫描图像按题块

进行切割，合肥市考试院也提醒考生

们，必须使用0.5毫米的黑色墨水签字

笔在指定位置准确清楚地填写姓名、准

考号、座位号，字迹要清晰工整，每个书

写框只能填写一个阿拉伯数字；不可填

涂答题卡上的缺考标记。严禁在答题

卡的条形码上和图像定位点（黑方块）

周围做任何涂写和标记。严禁使用涂

改液、修正带。此外，考试规范要时刻

谨记。在考试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按时进场，准时交卷，听从监考老师

的安排。合肥市考试院也提醒考生们，

一定要注意往返交通安全，随身物品和

相关证件等都要照顾周全，谨防意外事

故和物品丢失。同时注意饮食卫生，保

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