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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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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服 务

电
话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m2，有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养老顾问12名
办公室主任8名

经理6名
要求35-65岁（退休人员、女士优先）

招
聘

重庆市威圳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南岸分公司

地址：南坪万达对面江南明珠大厦14-7
电话：023-86323252
●廖俊杰遗失 建筑起重机塔吊司机T 证渝A042015032329 作废●重庆顺祥物流有限公司渝BQ9273渝A62U90营运证遗失作废●财通物流公司渝A351B9营运证500110074970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学航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8MA5U70BE6T）股东会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市书毕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4MA5UD5UA08 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言未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UB2930M经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
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全新叶黄素眼贴来电就送10贴

郑州巨人生化有限公司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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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专家多年研究，全新护眼贴隆重上市，欢迎广大中老年朋友来电领取体验。
护眼就选叶黄素眼贴

叶黄素眼贴直面中老年朋友眼部诉求，
是一款适合咱中老年眼睛的好眼贴。每天
只需睡觉时轻松一贴，既满足眼睛对叶黄
素的需求，同时休息时候用又能很好睡眠，
方便实用。

每天一贴 专为老年人定制
叶黄素眼贴根据中老年人眼睛特点，除叶

黄素外还专门添加密蒙花、丹参、野菊花、黑
枸杞、紫金龙等成分，每天轻松一贴全方位满
足咱眼睛营养需求。

买一送三体验活动 不容错过
现在来电即免费领取 10 袋，为扩大口碑

宣传活动期间再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活动，前
100名订购在赠送基础上再加送两盒。

咨询电话：400-0325-100

重庆晚报讯 （记者 何浩 摄影报道）
整本书阅读被列入2017版高中语文课程标
准，而且成为18个学习任务群之首。整本书
阅读有什么意义？怎么入手？前日，重庆市高
中语文整本书阅读研讨活动在巴蜀中学黄花
园校区举行，来自我市教科院、巴蜀中学、南开
中学、重庆外国语学校等的高中语文优秀教师
相聚，为你支招整本书阅读。

南开中学语文教师陆平认为，整本书
阅读不仅仅关系到学生考试成绩的提升，
而且是学生终身学习和发展的需要。“它将
改变学生未来的阅读质量和生活质量。”

陆平说，以前我们的阅读从阅读性质
上称其为课外阅读，书目是学生推荐或者
教师推荐形式，阅读时间是课外。而整本
书阅读是指定范围；另外，它贯穿必修、选
择性必修、选修3个阶段。同时，整本书阅
读走进课堂，成为一门课程，1学分18课
时，课时可安排在两个学期。

“整本书阅读更加注重考查学生的鉴赏
能力和个性化解读，建构学生个人的阅读经
验。”长期从事高中语文一线教学的重庆外
国语学校教科处课程中心主任李安全表示，
和传统单篇阅读的零碎化不同，整本书阅读
的容量更大，作品更强调经典型和整体性。

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李安全认为在
语文学习方面，目前部分高中学生的整体
理解和把握能力以及作文中思辩与思维能
力有待提高。“以后语文的考查重点更加注

重语文素养和思辨能力，而整本书阅读恰
恰要解决这些问题。”

李安全举例说，以前语文阅读题，很多
考生在提供的材料中就能通过原文找到答
案，但是考查考生“从整本书中选材”逐渐出
现。“比如今年北京高考试题中，就有从《红楼
梦》《呐喊》《平凡的世界》中选择一个既可悲
又可叹的人物，简述这个人物形象。读了
《论语》，从中选择一位你喜欢的孔子的弟子
为他写一段评语等题型。”李安全说，今年的
重庆中考题也出现类似题型，这就要求学生
对整本书的理解和把握能力。

研讨会上，李安全分享了由他主编，汇
聚我市十几位优秀语文教师参与编写的
《〈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任务书》，接下来
还计划出版《红楼梦》《杜甫传》等经典著作
的整本书阅读任务书。

“整本书阅读任务书就是教孩子们怎
样进行整本书阅读。”李安全说，孩子们拿
到一本经典著作，首先要浏览，了解这本书
的基本内容，其次略读，了解书的结构，然
后精读，在阅读过程中对著作进行批注、质
疑，第四步就自己感兴趣问题就行研读，最
后，重读，读出自己的发现。

“整本书阅读要让孩子们从名著中找
到兴趣点。”李安全建议家长让孩子们尽量
走进图书馆、书店广泛浏览书籍，选择一两
本感兴趣的经典著作阅读并做好笔记。“碎
片化、快餐化的网络文学作品只能作为一
种阅读的补充和调节。”李安全说。

研讨活动上，重庆市教科院钱金涛、重
庆巴蜀中学蒲韬先后献上了题为《撬动阅
读素养的生长》《整本书阅读教学指导策
略》等讲座。

整本书阅读列入高中语文课标
整本书怎么读？高中语文优秀教师为你支招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周小平）眼下正
是毕业季，更是求职季。若面试时，公司告
诉你，“不缴社保，不如每个月多给你发几
百元补贴。”市人社局提醒，求职者要警惕
给现金代替缴社保的甜蜜陷阱。

缴纳社保有多重要？举个例子来说：
某公司员工小王，入职以来公司以给现金
代替缴社保。某天上班途中，小王不幸遭
遇交通事故，导致其多处骨折，并轻微脑震
荡，花了医疗费3万元，后经认定为工伤。
小王要求公司承担，公司以“给现金”为理
由不予承担，小王只好与公司对簿公堂。
而如果公司一直给小王缴纳社保，小王在
此期间治疗工伤的费用、伙食补助费、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等
均由工伤保险基金承担。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还给大家举例称，
王阿姨和李阿姨是多年老邻居，王阿姨在
A公司上班，公司一直为她缴纳社会保险，
李阿姨在B公司上班，入职以来公司一直
以给现金代替缴社保。王阿姨50周岁时，
养老保险费已缴满15年，在其到达50周岁
的当月到社保局办理了退休手续，从次月
就开始按月享受养老金待遇，现在每月到
手养老金有1600余元。而邻居李阿姨却
因为陷入公司给现金代替缴社保的甜蜜陷
阱，到了退休年龄也无法享受退休保障。

算一算账：
——企业的账
假设按照当前五险费率政策，以最低

缴费基数（即3664元/月）参保（工伤保险根
据所属行业执行不同费率，以行业最低费
率0.3%计算）：企业每月应为你缴费约1074
元（随企业参保个人每月缴费约390元）。

——个人的账
假设同样按照当前最低缴费标准以个

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和职工医保：
个人职工养老月缴费：733元

6106×60%×20%=733/月。个人职工
医保一档月缴费（实际按年缴费）4200×5%=
210元/月，以个人身份参保每月要花943元。

“对企业来说，用600元钱就想免除法定
应缴的1000元社保费，企业肯定很划算，不
过对个人来说，花不到400元可随单位参齐
五险，而自己花900多元参保却只能参加两
险，本该有的失业、工伤、剩余待遇统统享受
不到。”市人社局在此提醒，求职者要警惕给
现金代替缴社保的甜蜜陷阱，对这种操作坚
决说不。而且，这种操作是违法的。

据悉，依据《社会保险法》规定，为职工
参加社会保险，是每个用人单位法定的责
任和义务，同时，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
社保待遇，是员工的合法权益，员工有权监
督本单位为其缴费。

“不缴社保，每个月发补贴”
初入职场者警惕甜蜜陷阱

重庆晚报讯 （记者 王乙竹）昨日，
市教育考试院公布重庆市2018年普通高
校招生录取时间。其中，普通文理类本科
提前批录取工作从9日开始，本科第一批
录取时间为17日~21日。

★普通文理类

●本科提前批：9日~12日；
●贫困定向本科批：13日~15日；
●本科第一批：17日~21日；
●地方农村专项批：21日~24日；
●本科第一批预科：24日~25日；
●本科第二批：7月28日~8月3日；
●本科第二批预科：8月4日~8月5日；
●高职专科提前批：8月7日~8月9日；
●高职专科批：8月10日~8月13日。

★艺术类

●提前批：2日~8日；
●本科批A段：9日~13日；
●本科批B段：14日~17日；
●高职专科批：18日~22日。

★体育类

●本科批：9日~14日；
●高职专科批：14日~17日。

今年普通高校招生今日开始录取
普通文理类本科第一批录取时间为17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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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第2018175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7月1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17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6 1 2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09 22 13 24 07 12

蓝色球号码

11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8075期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807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6 6 2 7 3 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17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6 1 2 9 3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7月1日

▲名师聚集，分享整本书阅读研讨活动现场。

这些信息你要注意
重庆晚报讯 （记者 王乙竹）我

市2018年普通高考录取将于今日开始
至8月中旬结束，在录取期间，考生和
家长应该关注哪些相关信息？昨日，市
教育考试院整理了部分重要事项，供考
生及家长参考。

修改志愿已不可能

近日，有家长来电称：“据说高考志愿
可以到市教育考试院进行修改。”市教育
考试院提醒考生：我市2018年高考志愿
填报已经结束，志愿填报系统已经关闭，
任何人都不能再填报志愿或修改志愿。

密切关注征集志愿

我市2018年高考各批次征集志愿
将在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和重庆招考

信息网公布，请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及时
关注征集志愿的具体填报时间。同时，
在看征集志愿院校计划时，要注意看计
划科类、数量、专业名称，并结合《招生
计划汇编》和高校招生章程等信息，根
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填报。市教育
考试院提醒：由于征集志愿时间短暂，
考生应牢记报名时设置的密码，如忘记
或丢失密码，要及时通过报名时设置的
邮箱和主要手机号找回，以免错过填报
时间。

通知书发放有早晚

考生查询到已被志愿高校录取的
信息后，应耐心等待高校寄送录取通知
书。因为各高校寄送通知书的时间、地
域等不同，送达时间可能会有早有晚。
如考生欲知晓录取通知书发放情况，可

与录取高校招生部门电话联系，并再次
确认自己在高考报名时留下的地址和
联系方式是否准确。

未被录取应保持冷静

各批次录取轨迹公布后，部分考生
未查询到被录取信息，情急之下易出现
情绪激动等情况。此时，考生及家长应
保持冷静，主动查询该批次所填高校的
录取最低分、专业是否受限等信息，或
通过在网上查询录取轨迹了解是否出
档或退档理由，并耐心等待该批次征集
志愿或下一批次录取。

已录取考生不能退档

从往年录取情况看，部分已被录取
的考生，因为对录取的高校或专业不满
意，希望能退档重新填报志愿或进入后
一批次录取。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考
生如已被相关高校录取，一律不
允许退档换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