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新闻

2017年 6月 19日 星期一 责编：谢会芳 美编：陈昌 版式：夏洋 责校：龚新翔

···关注 2017中考···

武外英中开办初中部

交管部门发布中考交通出行提示

全城禁鸣 考点周边禁停

本报讯（记者魏 娜 通讯员李 佳 武 邦 杰）
6月 20、21日，武汉市 6.29万名初中毕业生
将迎来中考。18日，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
2017年中考出行提示及交管部门服务举措。
据了解，今年全市有 71个中考考点。考
点较密集的区域为江岸、江汉、■口、武昌、洪
山等中心城区。由于中考两天为工作日，送考
车流与上下班车流叠加，考点周边道路交通
压力增大，尤其在永清街、三阳片区、利济北
路、昙华林周边、街道口片区等部分道路考点
密集、因施工通行条件受限，建议送考车辆提
前规划好出行线路。
为此，武汉交警联合高德地图发布“2017
年武汉中考出行小帮手”，根据历史出行数据
为考生提供考点周边各项管制措施、停车区
域、公共交通线路等信息。驾驶员可通过“考

试线路规划”功能提前规划出行线路，系统将
按照规划好的线路进行导航。
市民可通过使用“易行江城”APP、“武汉
交警”微信或高德地图，查阅“2017年武汉中
考出行小帮手”。
交警提示，请考生考前严格对照准考证
上的信息，看清学校全称，最好考前先到考场
踩点确认，以免走错考场耽误考试。
中考期间，各区交通大队将加大对违禁
鸣笛行为的查处力度，并在考点周边悬挂、摆
放禁鸣提示牌，对在考点区域内鸣笛的，交警
将依法严查严处，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的考
试环境。
据介绍，中考期间各考场门前左右 200
米以内严禁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各区交通
大队将根据辖区考点周边交通情况，加派执

勤警力，视情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英语听力考
试时间为 6月 21日下午，建议社会车辆尽量
绕行考点周边道路。
中考期间，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武汉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道路交通应急处置工
作方案》，遇考场周边车辆集中时，迅速采取
交通疏导措施，优先放行送考车辆，确保考
生及时赶考；在考场周边主要路口安排备勤
警力和车辆，尽一切可能为赴考受阻的考生
服务。
交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遇紧急情况
可拨打“122”报警服务电话或直接向路面执
勤民警求助。各区交通大队还根据考点所处
位置，制定相应的应急、分流预案，确定各考
场通往临近医院的应急救援通道，并在路口
安排警力守控。

43个考点设在轨道交通沿线
考试期间 1号线将限速取消鸣笛
本报讯（记者 张 晟 通讯员 曾 斯 产 启
）20日中考将开始，18日武汉地铁运营公
司对外公布了地铁沿线考点信息和降低行
车噪音的相关安排，全力确保中考期间轨道
交通运营服务质量。
长江日报记者从武汉地铁运营公司了
解到，今年全市有 43个中考考点设在轨道
交通沿线，其中 1号线沿线有 18个。考试期
间 1号线列车运行限速由 80公里 / 小时降
低至 65公里 / 小时，并在临近考点的区段
设置线路限速。同时该线路将取消进站及发
车鸣笛来减少噪音。英语听力期间，临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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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学校的 1号线车站将关闭车站自动广播，
由人工宣传引导乘客。
为保障中考期间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有
序，武汉地铁运营公司将联合武汉市公安局
轨道交通管理分局，在轨道交通沿线考点临
近车站增派民警和保卫人员，加强车站及列
车的巡视力度。
武汉地铁运营公司建议看考场的考生，
在预先熟悉考场同时要掌握赶考的行车路
线、路程用时，合理规划好自己出门的时间。
在站台候车时，一定看清列车运行方向，以
免乘错耽误时间。

部分家长将留学准备期提前

本报讯（记者谯玲玲 通讯员张德吟）今年
武汉小学应届毕业生又多了一个选择，以国际
高中闻名的武外英中，其初中部将在今秋正式
启用，6月18日，该校举办了首场校园开放日。
据介绍，武外英中初中部将开设出国和
兼顾国内国际方向的两种初中班型。走出国
路线的 IBMYP国际实验班，引入湖北唯一
的 IB初中课程，招收自愿放弃国内高考冲
击世界名校的学生。走兼顾国内国际方向的
IEC国际特色班，接收现阶段暂未确定国内
国际方向的学生，初中三年学习后需参加武
汉市统一中考，学生可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国
内或国际高中升学。
此次校园开放日吸引了近 300名家长前
来咨询。据了解，在班型的意向登记栏，绝大

多数的家长选择了出国班。这些家长大部分
都有出国深造或工作的经历，曾带孩子游学
国外，希望孩子在初中阶段继续接受国际教
育，更早为出国留学做准备。
据调查，武汉目前以出国留学为办学方
向的国际学校已有近 10所，好几所都同时
开办有初中和高中，有些甚至从小学办起。
尽管学费贵至每年 10万元左右，但武汉家
长送孩子出国读书的需求不减，他们把国际
学校当作孩子提升外语能力、提前适应外国
教育模式、顺利升入外国大学的“跳板”。
省教育厅对外合作与交流处提供的数
据显示，近年来湖北每年有近万人出国留
学，且呈自费留学增多、低龄化、向中等收入
家庭转移等趋势。

汉阳零到壹校园大使创新创业成长计划启动

立足培养青年创业领袖

长江日报头条号 长江日报客户端
（2017中考考点与轨道交通车站
信息，可扫描二维码查看详情）
16日，汉阳区“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走进琴台中央艺术区

中考阵雨客串气温适宜
提醒考生和家长外出时带好雨具

华中首座跨山玻璃天桥开放

中高考生可免费体验

本报讯（记者 章 鸽 通讯员 江 鸿）周末的 “泡”在雨中。需要提醒市民的是，梅雨季湿度
好天气让人差点忘了我们正处在梅雨季。18 大，霉变指数高，建议加强饮食卫生，同时采
日白天，市区最高气温定格在 30.8℃，明媚的 取防潮防霉措施。
具体预报：
阳光配上习习凉风，真是惬意又舒适。明、后
今天 白 天 ，多 云 ，局 部 有 阵 雨 ，气 温 22℃
两天是一年一度的中考，气温总体比较适宜，
有阵雨光临，请考生和家长外出时带好雨具。 -30℃，偏 东 风 2 到 3 级 ；今 天 晚 上 到 明 天 白
今天起，武汉又将进入雨季。武汉时不 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 22℃-32℃，偏 东
时就会有阵雨飘落，一直到 24日，武汉几乎 风 2 到 3 级；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
都是阵雨不断。到周末，全省有可能将被 雨，气温 23℃-31℃，偏东风 2 到 3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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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

优质服务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王 东 方 通讯员吴 萌）6月
16日，木兰天池景区玻璃天桥对外开放，周
末吸引上万名游客前往体验。
据悉，木兰天池玻璃天桥是华中首座跨山
玻璃天桥。全长 168米，垂直高度 100多米，建
立在木兰天池景区最佳观景点龙马石处大峡
谷之间。近百米的相对高度，在全透明玻璃的
透视效果下，犹如悬崖万丈，令人望而生畏。
6月 9日至 8月 30日，2017年应届中高
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免费体验木兰天池玻璃
天桥。此外，市民持武汉城市圈旅游 e卡通年
卡可全年不限次免费游玩木兰天池玻璃天桥。

记者胡冬冬 摄
本报讯（记者 史 强 通讯员 朱 振 江 贺 创业成长计划正式启动。会上，区委领导及相
军）6月 1
6日，汉阳区“百万大学生留汉创 关负责人为汉阳区文化招商大使颁发聘书。
业就业计划”暨“百万学子体验式宣讲”走进
零到壹人才创业以培养青年创业领袖为
琴台中央艺术区。本次宣讲活动将武汉大 目标，定期召集留汉创业青年精英系统学习
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10余所高校学子请进 成长，特邀阿里战略顾问刘兆岩，启动“开启
武汉琴台钢琴博物馆，让大学生近距离体验 心智、共创未来”的《创业三板斧》创新创业成
到在武汉发展的优势和机遇，吸引更多大学 长计划，帮助提升武汉青年精英创业者的认
生在汉扎根发展。汉阳零到壹校园大使创 知维度，优秀者将参加创业武汉星光大道。
新创业成长计划同时也正式启动。
“斗鱼”“映客”等网络平台进行了现场
汉阳区委负责人致辞并向大学生介绍 直播，“汉阳 E码通”微信平台及时在微信
汉阳的区情，区人才服务中心负责人讲解汉 墙上反映大学生关心的问题，积极回应大学
阳区招才引才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 生的疑问和诉求。
多名创业就业代表现场分享了自己的创业
现场宣讲后，学子们游览参观了琴台中
故事，表示汉阳优越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文 央文化艺术区。未来这里将构建以文化艺
化底蕴吸引着他们选择汉阳、扎根汉阳，诚 术、文化博览为主导，集旅游休闲、创意产
邀广大学子来到这里干事创业。
业、商业商务于一体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
此次活动中，汉阳零到壹校园大使创新 央艺术区和创新文化城。

越秀地产全新商办产品系在汉首发
为乘客常备雨伞和急救药品

“文明示范车”的哥王五一
作为年轻的哥，从业 13 年的华昌出
租车公司鄂 AX0820 驾驶员王五 一 用 自
己的敬业获得乘客的 尊 敬 。 他 尽 心 尽 责
工作，用心用情 开车，把爱 岗 敬 业 的 精 神
融入到做好每一项工 作 上 ， 把 为 乘 客 提
供优质服务落实到细 微 之 处 ， 在 平 凡 岗
位上体现自身的价值。 2010 、2011 年被
市交委授予“服务明星”；2012 年被评为
全省百佳“文明示范车”、“创 新 能 手 ”、标
兵称号；2015 年“王五一爱心车队”获市
“工人先锋号”。

“文明示范车”的哥王五一

王五一爱车如子，每天出车前，他
都要对车辆进行仔细地检查与擦洗，
确保车辆保持良好的车容车况。十余
年中，王五一日复一日地做好这些看
似平常的工作。他的车总是窗明几净，
即使在候客时，也总随手拿起抹布擦
去车厢的灰尘。在王五一的车上经常
备有两样东西，一是雨具，以备乘客不
时之需，到现在为止，他已向乘客送出
十余把雨伞；二是急救箱，里面准备一
些急用药品，如晕车药、清凉油等等，
虽然不常用，但有一次应急时让一位
晕车乘客受到了及时的救助。
王五一用服务打动乘客的心。他做
人爽气热情，同时又十分细致、细心。在
行车途中，每当阳光刺眼时，他在放下
自己面前的遮阳板前，总是先把身边乘
客前方的遮阳板放下来。
出租车的车厢虽小，却像一个大
舞台。乘客形形色色，其中不免有挑剔
的，驾驶员难免会受委屈，但王五一从
不和乘客争执，而是自己调节好情绪，
继续为乘客服务好。对于乘客来说，有
时为了方便或省些钱，希望司机随意

违章停车，如果司机生硬一些，免不了
争上几句。每次遇到这样的事，王五一
都向乘客们耐心解释，到可以停车的
地方再停，同时也让乘客少付一点车
费钱，让乘客满意下车。
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各项活动
中，王五一也不甘落后、乐于奉献。连续
多年在公司开展的“爱心车队”免费助
残活动中，王五一放下生意，免费接送
家住武商路的残疾人程大姐游江城。一
次由于出门没有带轮椅，程大姐只打算
在车上看看风景，王五一热情邀请程大
姐下车看看并主动背起程大姐。
2012年，王五一成为了一名共产
党员，他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
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
王五一的想法很实在，“一辆车就
是一个窗口。大家都把工作做好了，出
租车的乘客就会更多。”他就是这样一
个平平凡凡、踏踏实实的出租车驾驶
员，以优质的服务态度和良好的职业
道德，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
业绩。
文 / 龚越华 周惠娟

自今年 5月下旬于蔡甸成功拿
地，完成“八星连线，深耕武汉”的规划
布局之后，越秀地产又有新动作。6月
15日，一场名为未来如所见“Homeby
home亲密城市”越秀地产全新产品系
发布会，让武汉再次进入越秀时间。
活动现场，越秀地产中西部公司
总经理徐琦先生分享了越秀地产的品
牌征程，他表示，“Homebyhome亲
密城市”，是一个全新的微缩城市生活
体，提倡 1公里范围内一站式城市生
活服务配套 ， 以 B2F（Business to
family）商业模式，让居住在“Homeby
home亲密城市”中的每个人都能充分
享受更高效便捷的品质生活。
随后，中国房地产界南派意见领
袖尹香武先生表示，目前，后湖片区已
有 53个社区、7万户家庭，人口数量达
到 25万，市民之家、塔子湖体育中心、
长江传媒大厦、永旺梦乐城等城市配
套均已全面呈现，已经从传统的居住
区转化为商业、商务等服务业的入口，
正式进入驻地经济时代，为新零售与
未来办公的发展、“Homebyhome亲

招租公告

本集团现有 22套房屋对外招租，有意者请于 6月 23日前联系徐先生，电话 85782449。

序号
楼盘名称
1 武昌南湖半岛 8号楼 301
2 武汉世茂龙湾二期 186栋 1层 01室
3 绿地铭创商办 Cl#楼 9层 5室
4 鄂州红莲湖高尔夫国际社区 16-3
5 湖墅观止 26幢 l单元 l-3层 2号房
6 华中万商广场 8楼 8059（已装修）
7 华中万商广场 8楼 8002、8003号（已装修）
8 泰合广场 12层 l室 86.87■（已装修）
9 长江大厦 12层 A3号，B1号（已装修）
10 江岸区塔子湖东路以西奥林紫园 4-2-2301号房
11 江岸区塔子湖东路以西奥林紫园 2-2404号房

面积（■）
198.06
159.74
279
187.68
192.41
161.74
86.95
86.87
256.8
95.15
118.68

序号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楼盘名称
面积（■）
江岸区塔子湖东路以西奥林紫园 2-403号房
99.11
江汉区新湾路与新湾五路交汇处福星华府 l栋 2单元 18层 02号房 90.42
江汉区新湾路与新湾五路交汇处福星华府 1栋 2单元 18层 03号房 90.1
江汉区新湾路与新湾五路交汇处福星华府 9-2-4403房
137.89
盘龙城巨龙大道 33号恒大名都 93-1-301（已装修）
156.87
盘龙城巨龙大道 33号恒大名都 93-1-401（已装修）
156.87
黄陂区盘龙城巨龙大道 88号 名流·人和天地 605栋 18层 2房
89.16
黄陂区盘龙城巨龙大道 88号 名流·人和天地 609栋 2单元 27层 3房 77.99
黄陂区盘龙城巨龙大道 88号 名流·人和天地 609栋 2单元 28层 2房 77.99
汉阳龙阳大道升官渡与芳草一路交汇处 中水龙阳广场 B-0525 54.81
珞喻路 456号东亚大厦第四层整层（已装修）
555
长江日报报业集团物资供应部
2017年 6月 17日

嘉宾上台共同启动越秀全新产品系
完美呈现“Homebyhome亲密城市”
密城市”的落地提供了土壤。
据了解，位于后湖的越秀·星汇君 的产品理念，帮助人们真正实现安居
泊，将作为“Homebyhome亲密城 乐业，重新定义美好生活。
目前，未来如所见“Homebyhome
市”越秀地产全新产品系的首发项目。
越秀·星汇君泊位于塔子湖东路，毗邻 亲密城市”越秀地产全新产品系已经开
二环线、三环线和武汉大道，出口即是 启，后湖越秀星汇君泊作为武汉首发项
在建中的地铁 8号线塔子湖站。未来， 目，三期新产品即将面市，今年，越秀地产
依托后湖片区 25万量级的人口规模 武汉全新产品线全面布局武汉三镇，以汉
及醇熟配套，越秀·星汇君泊将倾力打 口核心区起步，未来多项目陆续面市，进
造塔子湖区 1公里亲密城市生活圈， 而完成东扩武昌、西进汉阳的发展版图。

武汉仲裁委员会公告

武汉徐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会于 2017年 4月 14日受理的申请人王翠英与湖北华天大酒
店有限责任公司及你方的租赁合同争议案 （[2017） 武仲受字第
000000781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
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7日和 10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 30日上午 9：30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武汉仲裁委员会公告

武汉徐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会于 2017年 4月 14日受理的申请人王翠英与你方的商品房
销售合同争议案[
（2017）武仲受字第 000000782号]，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0日和 15日
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 30日上午 9：3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今日电影

《迷失 Z城》《神奇女
侠》《新木乃伊》《内心引
力》 正在热映中，6月 16
日 《六人晚餐》《重返·狼
群》、6月 23日《变形金刚
5：最后的骑士》 即将上
映。热烈庆祝欢乐汇天河
影城成立 2周年。特此回
馈新老顾客，影城将举办
“免费电影天天看活动”。
活动参与方式详见天河院
线官方网站 http：//www.
thmovie.com！

天河院线新片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