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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网恢恢

第一中学
体育中考

捡到购物卡
竟疯狂消费

5 月 16 日，在市第一中
学田径场，女学生们正在
参加 800 米跑。
当天，该校进行了中
考体育考试，共有 175 名初
中毕业生参加。考试参照
了国家体育健康标准，必
考项目有：立定跳远、男
生长跑 1000 米、女生长跑
800 米、实心球，选考项目
有篮球、排球等。体育中
考的考试成绩将计入中考
的总分数，也是学生上能
否上普高或重点高中的重
要参考依据。
本报通讯员 杨勇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朱 芸 通 讯
员 柯强） 捡到他人遗失的购物
卡，你会怎么办？几天前，我
市一名女士做出了令她自己后
悔的选择。
5 月 12 日，市民张女士在公
司加完班，走到停车场准备开车
离开时，无意中发现地上“躺”着
一张我市某超市的消费卡。
想着肯定是他人丢弃的废
卡，张女士随手将卡捡起来扔
到了车里。
当晚回到家中，张女士心
里泛起嘀咕：这卡里会不会还
有余额？
于是，第二天，她开车与
丈夫一起来到某超市，先买了
一把牙刷试探。刷卡时，张女
士惊讶地发现，卡内竟还有
1800 元的余额。于是，二人又
返回超市，买了大量商品，一
次性把卡内的余额刷完。
13 日下午，丢卡的刘先生
发现自己的购物卡不见了，便
到超市客服处办理挂失，却被
告知卡内余额已清零。工作人
员帮刘先生调取了该卡的消费
记录。
随后，刘先生便到昆仑路
派出所报了警。
第二天，在民警的帮助
下，刘先生找到了张女士，希
望要回自己卡里的余额。
最终，张女士为自己的行
为感到无地自容、后悔不已，
并对刘先生进行了全额赔付。

16 种阿拉伯海海鲜到我市
下个周末市民可去会展中心尝鲜
本报讯（首席记者 高宇飞）
发着温暖的阿拉伯海海水味道的
海鲜，在市民们的万众期待中，今
天就要进克拉玛依啦！
记者从新疆宇飞国际渔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飞国际”
）了
解到，5 月 18 日凌晨，在瓜达尔
港，搭载着从阿拉伯海捕捞的纯
天然海鲜的飞机，正式起航前往
我市，
将于今天抵达。
这批海鲜品种繁多，有龙虾、
北方长额虾、大黄鱼斗鲳、白鲳、
黑石斑鱼、红石斑、鱼点石斑鱼等
16 个品种。

进入克拉玛依后，这些海鲜
很快就可以出现在市民的餐桌上
了。爱吃海鲜的市民，再也不用
为了解馋跑到内地沿海城市大快
朵颐，在家就能吃到新鲜的阿拉
伯海深海海鲜了。
据了解，宇飞国际正在配合
政府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开辟瓜
达尔直飞克拉玛依的货运包机航
线，不久的将来，将形成瓜达尔货
运飞机直飞克拉玛依，再通过克
拉玛依完善的空运网，辐射到全
国各大城市。
同时，宇飞国际正通过驻巴

大使馆及巴基斯坦农业部协商增
加海产品进口名录，扩大单品进
口数量。
在本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
北疆西部区域融合发展研讨会
上，宇飞国际将设立一个为期 3
天的展厅，在会展中心大厅放置
12 个冰鲜柜、一个 6 米的鱼缸，小
伙伴们届时可以品尝到来自阿拉
伯海的野生原生态海鲜。
新疆宇飞国际渔业有限公司
是我市的一家地方企业。今年 5
月 7 日，该公司在巴基斯坦瓜达
尔区注册的“中国宇飞海洋科技

（瓜达尔）有限公司”举行了开工
奠基仪式，这是我市在巴基斯坦
瓜达尔区落地的第一家地方企
业，也是瓜达尔港区内的第一家
新疆企业。
该项目计划投资5.1亿元人民
币，在瓜达尔将建海产品冷冻车
间、海产品深加工车间、海水淡化
厂、制冰厂、包装厂和海洋科技研
发中心。园区占地面积约 3 万平
方米，
建成后将是瓜达尔港最大的
渔业中心。到今年年底，
一期项目
主体建筑和生产线建成后，
将开展
全球海产品进出口贸易。

■实用信息

高考前一定要多演算

急救中心：120

本周日来大讲堂学备考技术
合多年案例，详细解读平行志愿
录取规则、高校招生章程等，并
分享高考志愿填报的技巧。
此外，他还将在现场教广大
考生如何调整考前的心理，并介
绍考前 20 天备考策略与高考考
试技术。
另外，由于今年本科二、三
录取批次合并为新本科二批次，
设置 18 个平行志愿，这会给考
生带来怎样的机会和挑战？届时
王增印将给大家答疑解惑。
王增印提醒目前正处于备考
的冲刺阶段的广大考生们，一定
要多动手。尤其是上课时，考生

每节课不仅要听老师讲，更重要
的是要自己动手演算，最好能演
算在老师的前面。建议考生每节
课演算 4 页纸，一周至少一门课
要完成 10 页纸的演算内容。
另外，他建议考前 3 个月，
考生不要以查资料等理由上网，
保持良好的状态。
准噶尔大讲堂是由克拉玛依
日报社和克拉玛依区委宣传部共
同主办的公益性文化活动，
于2009
年开办。活动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以平均每月两场的频率举办各类
讲座，内容涵盖文化、经济、教育、
艺术、
历史、
军事等方面。

供水抢修：6883894
燃气监督电话：
6881107

相关链接>>>

燃气服务电话：
6800000

讲座时间：5 月 21 日 10：3013：30
讲座主题：《新疆知分志愿
填报》
讲座地点：克拉玛依日报社
新闻发布厅 （友谊路 151 号）

数据公司电话报修：
6888112，6844112，
6822112

大

准噶尔

供电故障报修：
6882892，6224117
有线电视报修：
6883696，6227049

讲堂

克拉玛依日报社
克区区委宣传部

合办

本报讯 （记者 郭雪梅）“高
考是大部分中国学生成长路上的
必修课，在最后冲刺的关键时
期，一定不能茫然，不能退缩，
更不要轻言放弃，要勇于挑战，
不给生命留下遗憾。”王增印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本周日上午，准噶尔大讲堂
将邀请新疆资深高考技术研究专
家王增印，给市民讲解高考志愿
填报和备考策略的相关内容。
这已是他第四次做客准噶尔
大讲堂，为油城的高三学子和家
长指点迷津。
在此次讲座中，王增印将结

纳税服务热线：12366

石油物业维修：
6520000
供热维修：6250000

“流淌的记忆——追寻老照片背后的民族团结故事”
征集启事
那一年，响应祖国召唤我
们来到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克
拉玛依；
那一年，我们用青春点燃
梦想来拥抱探索这片激情燃烧
的大地；
那一年，我们在汗水的流
淌中将这里视为终身不弃的第
二故乡；
那一年，我们把砥砺前行
中同甘共苦的工友同伴视为兄
弟姐妹。
汉 族 、维 吾 尔 族 、哈 萨 克
族、回族……是我们共同用双
手，在这片“没有草，没有水，连
鸟儿也不飞”的戈壁之上，创造

了人间奇迹。
立足这片火热的土地，回
想那个沸腾的年代，怎不让人
荡气回肠、感慨万千？
那时，没有人刻意强调彼
此不同；
那时，没有人要求照顾或
搞特殊；
那时，没有人去想同事来
自哪里；
那时，没有人在意谁是哪
个民族。
正是依靠各民族亲密无间
的团结和牢不可破的友谊，
我们
才在短短的几十年间，
打造出了
一个令世人惊羡的克拉玛依。

这些具有炙热温度的历史
没有远去，更没有堙没，它们保
存在一张张老照片里，它们珍
藏在人们永不消失的记忆中。
今年 5 月是我市第 36 个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月，
按照市委宣
传部的安排，
本社现向全社会征
集我市各个时期民族团结方面
的老照片。
我们征集并筛选具有典型
意义的老照片，
重现这些老照片
中蕴含的民族团结故事，
就是要
让人们沉睡的记忆复苏，
就是要
让人们在重温这些故事的过程
中，
接受一次次鲜活生动的民族
团结教育。

如果你有反映民族团结的
老照片，请你提供给克拉玛依
报社，一经采用即予以一定的
报酬。其中，故事典型、意义重
大的图片 1000 元，事实较为感
人的 500 元，能够采用但质量一
般的 300 元。
如果你能提供线索，
报社确
实据此拿到了民族团结方面的
老图片，
你也能获得100 元奖励。
目前，报社已得到一批我
市各个时期民族团结方面的老
照片，从今天开始陆续刊登。
如果你在图片之中，并向
报社记者还原当时的场景，我
们将根据故事的精彩程度给予

你 300—1000 元的报酬。
虽然你不在图片中，却是
旁观者，并能向报社记者清晰
全面讲述当时的场景，我们将
根据故事的精彩程度给予你
200—500 元的报酬。
作为图片故事的知情人，
如
果你向我们介绍了图片中的情
况，
我们将根据故事的精彩程度
给予你 100—200 元的报酬。
征集时间为 5 月 8 日——5
月 31 日。联系人：齐淑红。联
系电话：0990—6888777。
衷心感谢你的支持和参与。
克拉玛依日报社
2017 年 5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