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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来临

平沙的家长注意了！

高栏港区 7 月 10 日
公布积分入学录取分数线
日 前 ，高 栏
港 区 2019 年 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
招生细则出炉，
对随迁子女积
分、
报名、
学位划
分、
转学插班、
学
区等进行了详细
的规定。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日 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批
前，高栏港区 2019 年义务教 准后可延缓入学。
育阶段学校招生细则出炉，
一年级新生报名时间
对随迁子女积分、报名、学位 为 5 月 8 日-31 日。请登录
划分、转学插班、学区等有详 “ 珠 海 市 义 务 教 育 招 生 系
细规定。
统”
（http://zhao.zhjy.gov.
细则规定，
小学一年级新 cn/）选择“高栏港”进行报名
生招生对象：
须年满6周岁（即 登记，
在网上完成学位申请。
2013 年 8 月 31 日及之前出
家长在报名时间内登录
生）的未入读小学适龄儿童。 招生系统进行网上报名，无
初中一年级新生招生对象：
须 法自行上网报名的可以携带
为完成全部小学学业的2019 报名相关资料到所在学区学
年应届小学毕业学生。具体 校现场由老师指导报名或所
分为以下四类：
在的幼儿园老师指导报名。
1. 高栏港区内户籍的学
需要注意的是，外市小
生；
学六年级学生回高栏港区报
2. 符合市政策性照顾类 读初一的，应在 5 月 31 日前
学生；
凭原就读学校打印盖章的有
3. 区统筹照顾类学生； 效全国学籍系统学籍卡（外
4. 港区内达到 2019 年 省学校还需当地教育主管部
积分入学分数线的学生。
门盖章，并注明全国学籍号、
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可向 学校标识码），向报读学校申
珠海市特殊教育学校申请学 请报名，由学校汇总报该区
位，适合随班就读的也可向 教育行政部门申请报名号后
学区内学校申请。
再进行网上报名。
因疾病等特殊情况，需
凡属市政策性照顾类、
延缓入学的，由其父母或其 区统筹照顾类学生需提交相
他法定监护人向当地教育行 关材料。学生家长须在 5 月

27 日-31 日，到报读的公办
学校现场提交相关证明材
料。
公示高栏港区户籍学生
名单：
6 月 14 日-20 日。
高栏港区内户籍学生学
位安排：
6 月 22 日-28 日。
高栏港区户籍学生现
场资料审核、领取学位安排
通知书：7 月 1 日-2 日。由
家长带适龄儿童，打印网上
信息登记表，到拟录取学校
进行现场资料审核，审核通
过后由学校发放学位安排
通知书。
公布积分入学录取分数
线时间：
7 月 10 日。
公示积分录取名单时
间 ：7 月 15 日 -19 日 ；家 长
可自行登录高栏港区管
委 会 门 户 网 站 （http://
www.zhdz.gov.cn）公告栏
进行查询或在报读学校门口
公示栏查看。
安排符合入学资格的非
户籍学生学位：7 月 22 日26 日，分批次安排拟录取学
校。

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要通过合法途径正确维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一些劳动者在自身权益受到
侵害时，没有及时维权，
只能
吃“哑巴亏”；而有些劳动者
则因为采取非法手段维权受
到了法律制裁。有关部门负
责人提醒，劳动者的权益受
到侵害时，一定要及时向劳
动监察部门或司法部门反
映，通过合法程序来维护自
身的权益。
一、主动寻求劳动部门
帮助
遭遇工资被拖欠、企业
欠薪逃匿等情况时，应及时

向所在地劳动部门反映情
况，并积极配合劳动部门开
展调查工作，如实反映企业
的情况，由劳动监察部门对
企业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
作出处罚。
二、通过合理合法的途
径维权
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
不愿意协商、协商不成或者
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
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不愿意调解、调解不成或者
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
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
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三、不要轻信不法分子
煽动
目前，少数不法分子专
门鼓动员工采取过激手段维
权，以便从中牟利，有人称之
为
“黑律师”
。如果轻信这些
人就可能使原本可以合法维
权的工人陷入涉嫌违法的被
动局面。一旦遇到
“黑律师”
鼓动或者被骗取钱财，要及
时报警。
（本报记者 康振华）

安全生产做好六项防范措施

高温环境下，
有毒有害物质极易挥发，
维修工一定要佩戴好防毒
口罩、
防护手套、
防护眼镜，
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 通讯
员林嘉琪）天气炎热、潮湿是夏
季常见的特点，同时伴随着雷
电、暴雨等极端天气，给安全生
产工作带来极大威胁。为预防
事故的发生，确保安全生产，平
沙镇安委办提醒广大企业做好
以下防范措施。
1. 防火。在化工生产区域
易燃、易爆、易挥发的原材料较
多，高温环境下极易达到其燃点
和爆炸极限，
加强防火意识做好
防火措施尤其重要。
2. 防中毒。高温环境下，有
毒有害物质极易挥发，
维修工在
检修物料管道等其他与有毒有
害物料相关的设备设施时，一定
要佩戴好防毒口罩、防护手套、
防护眼镜等一切安全防护措施，
杜绝接触或呼吸到有毒有害物

质。
3. 防泄漏。在夏季生产中，
一旦原材物料泄漏，
不但造成环
保事故和物料损失，
而且最有可
能引起人员中毒。
4. 防中暑。劳动量比较大
的岗位工作时出汗多，
为了防止
出现虚脱，
应该多饮水尤其多饮
用防暑降温的饮品。并多到阴
凉处休息。
5. 防爆炸。加强安全阀、防
爆膜、蒸馏系统等监督管理、监
控。定期检查、检验或更换有关
设备配件，
始终使其处于良好有
效的工作状态。
6. 防触电。天气炎热，配电
室内温度比较高，电器仪表损
坏、老化、失灵等影响生产的因
素增加，要加强巡检，不能有任
何的麻痹和侥幸心理。

珠海综合防灾及森林火灾报警电话公布

“12119”
日前开通
日前，
珠海综合防
灾及森林火
灾报警电话
——12119
启用。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日前，
珠海综合防灾及森林火灾报警
电话——12119 启用。珠海市
应急管理局提醒，
有别于城市火
警、公共安全警情，该号码侧重
防灾减灾。
为方便市民对安全生产、自
然灾害、
森林火灾、
渔港火灾等事
项的报警、
举报、
投诉、
咨询事务，
提升应急值班值守工作效率，
市
应急管理局将原自然灾害（汛期
三防值守）报警电话、
原森林火灾
报警电话、原珠海渔港消防值班
电话及原安全生产咨询投诉电话
统一整合为 12119，作为市应急
管理局承担的受理报警、
举报、
投
诉、
咨询等功能的唯一对外电话。
经过一 段时间试 运行，目
前，12119 热线已全面开通，实

行全天候 24 小时值守，周末及
节假日也开通，每天至少安排 2
名专职接线员。
12119 接听范围包括珠海
辖区内安全生产隐患及事故、自
然灾害、森林火灾及隐患、渔港
内火灾及隐患的报警与举报投
诉，
以及相关领域咨询事务。市
民拨打时应说明情况，
陈述清楚
基本事实。如发现森林火灾，
拨
打 12119 后要报告火灾发生地
点、火势等情况，并说明是否存
在被困人员等。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是，
12119 在火灾报警方面目前仅
针对森林火情并只适用于珠
海。市民如发现非山林火情、火
灾隐患仍要拨打消防部门 119
或 96119 报警及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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