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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一中 2022 年 68 级新生报到须知 
一、报到时间 

1、7 月 5 日上午 8:00 - 10:00 

高区一中、实验中学、古寨中学普通生报到 

所有音乐、美术、体育、科技创新特长生报到 

2、7 月 5 日上午 10:00 - 11:30 

其他初中学校普通生报到 

【注】以“威海市高中段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录取管理系统”公布

的是否录取为准。 

二、报到地点 

威海一中东校区格致楼 

三、报到流程 

新生报到时需身着初中校服携带中考准考证、纸质版报到前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7 月 3 日 8:00 后结果）从威海一中中

门（东校区西门）进入校园，在格致楼前排队进入报到地点，报到结

束后经游艺馆南门从中门离校，详见示意图。 

【威海一中东校区格致楼报到示意图】 

 

 

 

 

 

 

 

备注：格致楼与游艺馆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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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防溺水致学生家长一封信》回执、《这些诈骗，请你高度警惕！》

回执）；2.信息验证；3.领取《威海一中新生录取通知书》；4.如符

合条件，自愿报名实验部。 

音体美特长生报到 4 项内容：1.面试（上交签名的《安全公约》、

《关于防溺水致家长一封信》回执、《这些诈骗，请你高度警惕！》

回执）；2.签订特长生协议；3. 信息验证；4.领取《威海一中新生

录取通知书》。 

第一步：面试 新生经“面试处”考核合格，并上交签名的《安

全公约》、《关于防溺水致学生家长一封信》回执和《这些诈骗，请

你高度警惕！》回执后，进入报到大厅。面试依据教育部颁布的《中

小学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相关要求，主要考查学生的文

明礼仪及仪容仪表，凡不符合要求的需整改合格后方可报到。 

【注】1.所有考生需下载《威海一中暑假安全公约》（见附件 1）、

《关于防溺水致学生家长一封信》（见附件 2）、《这些诈骗，请你

高度警惕！》（见附件 3），根据要求签名并于报到当天带来上交。 

2.音体美特长生面试后先到“特长生协议签订处”签订协议，

然后进入第二步。其他新生面试结束后直接进入第二步。 

第二步：信息验证 报到新生出示准考证，由工作人员核实信

息并签字。 

第三步：出示核验签名的准考证领取《威海一中新生录取通知

书》。 

第四步：实验部报名  招收 4个班（详见附件 4）。 

出示核验签名的准考证、《威海一中新生录取通知书》满足条

件的新生自愿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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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流程结束后同学可到游艺馆二楼篮球场现场咨询，主题如

下： 

1、拔尖人才培养与规划 

2、学法指导 

3、多元特长发展与规划 

4、校本课程 

5、学生会与社团 

6、后勤保障服务 

四、其它安排 

1、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新生入校报到时需要上交纸质版报到

前 48 小时（7 月 3 日 8:00 后结果）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报到时配

合安保人员检测体温，正确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服从工作人

员指挥，不聚集，不扎堆，保持安静不大声喧哗。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可通过爱山东、健康码核酸检测等多途径查

询然后截图打印，个人信息不要带 *，姓名、身份证号要全显示。 

2、新生因特殊情况不能到校报到的家长可代替，要求同上。 

3、报到时不收相关费用。 

4、7 月 14 日上午 8:00 同学持《威海一中新生录取通知书》、

纸质版返校前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7 月 12 日 8:00 后结果）

普通部新生到威海一中西校区分班到对应班级，实验部新生到东校

区分班到对应班级，班主任布置假期相关安排。 

7 月 13 日下午可登录威海一中校园网查询分班情况，返校学生

需佩戴口罩，仪表得体，身着初中校服，不得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

带齐笔及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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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威海一中暑假安全公约》 

附件 2：《关于防溺水致学生家长一封信》 

附件 3：《这些诈骗，请你高度警惕！》 

附件 4：《2022 年威海一中实验学部新生录取方案》 

附件 5：威海一中校园平面指引图 

 

联系人：车老师     咨询电话： 5803822  

威海市第一中学 

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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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威海一中暑假假期安全公约 

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青少年的安全健康是家庭幸福、民族兴旺和国家强盛

的基础。为保障学生安全、愉快地度过假期，威海一中依据国家教委的指示精神和上级

有关规定，结合实际，特制定假期安全公约如下，希望学生和家长仔细阅读，牢记在心，

坚守规则，共同呵护生命健康。 

一、假期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假期期间，建议尽量减少长途出行，如离开威海地区，需及时向学校报告出行时间、

方式；密切关注学生身体健康情况，坚持早中晚测量体温，如出现发热或不适症状，请

及时到医院就诊，并将诊断结果及时告知学校，症状消失，身体痊愈再返校，严禁带病

返校。 

1. 假期期间核酸检测要做到每周检测一次。 

2.严格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在公共交通工具、电梯等密闭场所要求全程佩戴

口罩。注意勤洗手，咳嗽、打喷嚏时注意遮挡。有发烧、恶心、呕吐等症状要佩戴口罩，

乘坐私家车及时就诊。 

3.减少人员聚集。保持 1 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家庭私人聚会聚餐等控制在 10 人以下，

做好个人防护，有流感等症状尽量不参加。尽量不前往人员聚集场所尤其是密闭场所。 

4.加强通风消毒。室内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 

5.非必要不离威。假期期间不旅游、不到外地探亲。 

6 线上购物消费。接收外地的包裹要先消毒再拆封。 

7 严控疫情输入。假期期间不能出境旅游，不接触入境人员，不购买不食用进口冷

链食品。 

8.拒绝大型活动。不参加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展览展销等活动，不聚集、不扎堆。 

9.保持电话畅通。假期期间全体家长电话保持畅通，及时查看班级钉钉群通知。 

二、遵纪守法 

1、遵守国家法令法规和校规校纪，坚持“讲文明、讲礼貌、讲秩序、讲道德”。  

2、不私自外出，外出要向家长打招呼并按时返回。 

3、中学生禁止进入网吧、ktv 和台球厅等娱乐场所，不参与黄、赌、毒、传销、封

建迷信和非法宗教活动。 

4、中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要遵守相关规程、规则。 

5、学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用法律保护自己。 

三、道路交通安全 

1、遵守交通规则，听从交警指挥。 

2、安全快速通过路口：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交叉路口，必须按信号灯指示在人行道上

快速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交叉路口，须注意车辆，看准时机，在人行道上快速通

过；没有人行横道的路口，禁止除乘车以外的任何方式通过；严禁翻越护栏。 

3、骑自行车禁止在公路上撒把，禁止攀扶其它车辆，禁止骑自行车带人。 

4、严禁无证驾驶摩托车及其它机动车辆。 

5、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乘车；机动车行驶中，严禁将身体任何部分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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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外；车未停稳严禁跳车、下车；高速路上严禁上下车。 

6、假期人员流动性大，不乘坐超员、超速车辆和非法营运车船，不搭乘“黑车”。 

7、要有爱路护路的意识，不影响道路行车安全。 

四、防火、防电、防盗、防骗、防险等 

1、安全用电，不要用湿手，湿布触摸、擦拭电器外壳；禁止私自接引电线、割拉电

线，要远离高压电线及变电设施，防止触电事故发生。 

2、要树立防火意识，燃放烟花、爆竹，要遵守有关规定，注意安全。 

3、不在残墙破壁下和施工工地上逗留、玩耍， 以防意外事故发生。 

4、不到人员众多的场所，避免拥挤踩踏事故的发生。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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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没有安全设施的场所滑冰。 

6、不玩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 

7、认真学习防火、防触电、防地震知识，遇有地震等及其它重大自然灾害时，要头

脑冷静，随机应变。 

8、要做到不贪图便宜、不谋取私利，多了解、多掌握一些防骗知识，提高防范意识，

学会自我保护，不与陌生人交往，主动抵制网络交往中的约见、约会。 

9、禁止从楼上向下抛物，防止落物伤人；禁止登高临险，防止意外发生。 

10、外出要注意交通和人身财产安全，学会规划行程，冷静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11、在外处事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学会适度自我保护，如需帮助请大声呼喊或拨

打 110（报警电话）、120（急救电话） 

五、饮食安全 

1、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吃腐败变质食品，不吃三

无食品（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无保质期），少吃油炸和膨化食品，少喝碳酸类饮料，

追求健康的饮食风格。 

2、一日三餐，按时就餐，不暴饮不暴食。坚持体育锻炼，提高身体免疫，健康生活。 

望全体同学及家长提高安全认识、重视安全工作，克服麻痹思想，增强保护意识，

共建和谐稳定社会。家长要掌握放假期间学生的动态，防止意外发生。以上公约，请全

体同学及家长共同遵守。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请用 A4 纸正反面打印） 

                                                           

 

 威海市第一中学 

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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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尊敬的中小学生家长朋友： 

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春季以后，天气逐渐变热，溺水又将进入高

发季，希望广大家长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和监护意识，切实承担起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的教

育和管理，特别是加强放学后、周末、节假日期间和孩子结伴外出游玩时的管理，经常进行

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给孩子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不断加强孩子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提高孩子们的避险防灾和自救能力，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要重点教育孩子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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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要教育孩子遇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智慧救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 

学生安全工作需要各方面尽心尽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保

障广大中小学生平安健康成长而努祝您的孩子平安、健康、快乐！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回   执 

学校通过致家长一封信的方式将《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交

给我，我详细阅读和学习了信的内容，深知预防溺水的相关要求，一定承担起监护责任，确

保孩子的安全。 

学校名称：威海市第一中学       

学生姓名：                     家长（监护人）签字： 

（请将 回执 沿虚线撕下签名 上交） 

2022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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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这些诈骗，请你高度警惕！ 
【前  言】发财的机会谁不想拥有，非亲非故的就送到你手？面对警方持续不断的防骗宣传，

总有人沉湎于发财梦想，轻信他人提供的网站链接和 APP，去搞兼职刷单、网上投资、网上贷款

等，最终被骗得血本无归。请你在转账汇款前想一想警方的防骗宣传：天上不会掉“馅饼”，掉

下一张是“陷阱”，让你悔不当初！ 

【典型案例】 2 月 5 日，柳女士收到一条“复制口令 XXX 去支付宝搜索入群，就可领取迷

你洗衣机”的手机短信，照做入群后被告知，需下载“DOU 乐”APP 完成 20 单任务才能领取，

并可领佣金。柳女士下载后，按要求转账 4.4 万元做了 3 单并提现 1000 元,见有利可图又转账

114888 元，当她想把佣金和两次共 158888 元的本金提现时却操作不了，直到对方让她再垫付

10 万元才发现被骗。 

【警方提醒】刷单行为涉嫌违法。凡是让你先行充值或垫付资金的网络兼职刷单，都是骗局。

你看好人家的“蝇头小利”，人家看好你的“巨额血本”，让你越刷越穷！ 

【典型案例】 1 月 28 日，吕先生加入陌生网友推荐的一个说股市微信群，听了“荐股师”

的几次课后，就在对方的诱导下，注册“永安国富券商直投账号平台”开始炒股，先后充值 103

万元，尽管平台显示有盈利，但他却一直无法提现，每次询问都被对方以平台被锁定、需交保证

金等理由搪塞，直到对方彻底失联、平台无法登录才发现被骗。 

【警方提醒】网上投资理财坑太多。凡陌生人诱导你搞网上炒股票、炒期货、炒外汇、炒虚

拟币等投资理财，都是骗局。人家跟你非亲非故的，凭啥要带你去发财，就是为了骗你的钱！ 

【典型案例】 1 月 13 日，陶女士收到陌生人发来“可以办理贷款”的手机短信并附有网址

链接，资金紧张的她随即点击链接，下载了“特邀快审版”APP 并完成注册，按系统显示的额度

申请贷款 15 万元，通过审核却无法提现，对方称其银行卡信息错误，并以缴纳认证资金、二次

资质认证等理由，让其先后转账 20.3 万元，结果贷款仍未到账发现被骗。  

【警方提醒】网上申请办理贷款（或提升信用卡额度），凡以各种名义让你先转账汇款的，

都是骗局。网上贷款先交钱，“贷”走你的美好未来！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请拨打警方防骗热线 96110 或 5192345 咨询。 

 

威海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 

          2022 年 7 月 

                                                                                 

防骗预警提示阅知回执 
威海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 2022 年 7 月的防骗预警提示，已收悉并阅知。 

阅知签名：                     联系电话：               

（此联填好后，由阅知人交所在单位集中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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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2年威海一中实验学部新生录取方案 

为更好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城镇普通中小学大

班额问题有关事宜的通知》精神，实现因材施教，尊重学生个性发展，

让每个学生做最好的自己，根据《威海市 2022年初中学业考试及高

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意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威海一中在审

核学校教育教学资源的基础上，制定此方案，具体如下： 

一、录取情况 

招收 4个班。 

二、报名资格 

中考成绩总分 515 分（含 515分）以上或被录取的科技创新特长

生。 

三、录取方法 

按中考成绩由高到低录取。 

 

                               威海市第一中学 

               2022 年 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