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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授课，文理兼收，独立招生，不影响中国内地高考统招

官方指定独家考点主办方——— 万和教育

◆时间：6月22日 上午10：00(周六)

◆地点：齐鲁国际大厦C6-06(山东济南市泉城路180号)

◆电话：0531-67881628

◆电邮：amy@wanhe.org

招收中国内地奖学金说明会
介绍办学特色，专业设置及奖学金计划

(山东省40个名额，考试时间：7月31日，考试地点：济南)

博仁大学(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是
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和中国留学网重
点推荐留学院校，该校现有学生近3万人，教职
工近2000人，有学士学位专业60个、硕士学位
学科16个、博士学位学科6个，泰国教育部授予
博仁大学“高等教育质量认证最佳奖”，是唯一
荣获该奖的私立大学，也是泰国第一所全部院
系获ISO9001：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
大学。博仁大学与欧美多所名校和中国人民大
学、吉林大学、广西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建立
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招生专业和项目优势：本科，工商管理与
国际贸易、金融与财务、旅游与酒店管理；硕
士，工商管理硕士、教育管理硕士，可申请本硕
连读。

1 .超短学制：课程设置、教学体质与欧美
名校同步，以学分制学习。超低留学成本：4年
学杂费约为18万，比国内读书早就业三年获得
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薪金收入，

2 .入学要求宽范：入学无考试和语言要
求，以中文为主辅助英文授课，全年英语训练，
大大提升语言水平。签约确保及时毕业和回国
认证。

3 .留学回国可享受海归政策：可直接落户
一线城市 (不需要指标 )，创办企业免租金及
税，优先购买政策房，购车免税等。

4 .文凭含金量极高：留学回国可获得中国
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书，可按国家组织和人事
部门的考核进入档案，是报考公务员升职的重
要依据。

5 .就业前景广阔：学生毕业后可选择回国
或东盟国家就业，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是中
国国家战略，计划在泰国几千亿投资，急需大
量东盟学习背景的人才。

主办：山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网址：www.dpuedu.com www.dpu.ac.th

详情咨询：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88号0531-82618962,13626402071

名校组团参加本报八地市高招会

一、招生：
工程硕士专业领域：

0 8 5 2 0 8电子与通信工程；
085209集成电路工程

二、报考条件：
须有本科学历或学士

学位。
三、联系方式：
电话：0531-88364589、

88364105

联系人：岳老师 王

老师
报名地点：山东大学信

息学院研究生办公室213#

四、报名时间：
6月20日至7月10日http:

//www.chinadegrees.cn)登录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管
理信息平台注册，提交报名
信息。

(欢迎报名，参加GCT

考试通过率高)

德国亚琛应用科学大
学、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等
五所公立大学将于2013年7

月6日(周六)在山东省济南市
举办第八届针对高中毕业生
的入学选拔考试，通过考试
的学生将获得德国大学录取
通知书，于今年十月底赴德
国学习。本次考试由山东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考试服务
中心负责报名和考试工作。
网址：www.sdzk.gov.cn
www.e37www.cn。

这五所公立大学以应
用研究为主，培养具备专业
知识和国际视野、通晓国际
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
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为
教学宗旨，教学及科研设施
先进。学生根据所报专业，
可选择英语、英德双语或德
语三种教学语言学习，专业

有机械工程、电子工程、生
物医学、环境与能源、土木
工程、软件工程、新闻仿生
学、企业管理、物流管理等
30多个文理科专业。

德国学位含金量高，
就业前景广阔。第一年成
绩优异的前50名学生可获
得德国大学颁发的3000欧
元奖学金，第二年进入专
业课免学费，只需支付100

欧元注册费。
德国大学授权山东地

区唯一招生机构：
单位：山东省教育招生

考试院山东教育考试服务
中心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朝
山街33号

电话：1866-028-0018，
0531-8606-3568,8606-3595，
0532-8569-3987，8569-2588

2013年德国五所公立大学
山东选拔考试

为备战2014年山东专
升本考试，特举办山东专升
本全程全科辅导班 ( 脱产
预 科 班 ) ，一 期 7 月 2 0 开
课，二期9月2 1开课，学习
至2 0 1 3年1 2月底。高校内
半封闭管理，3 8所主考院
校 师 资 ，2 4 小 时 助 教 指
导。四段式教学安排，6 0 0

超长课时，大幅提升成绩，

高升本率。易百教育领航山
东专升本12年倾力奉献！！
专升本暑假精讲班同时报
名。6月25前报名前100名，
2014年成功升本的，退一半
学费！！
电话：0531-86187100
www.yb100 .com

济南市历山路96号建筑大
学老校区办公楼三楼。

山东专升本全程全科辅导班

开始报名

山东大学信息学院

工程硕士招生

实施个性化方案培养，提高工作水平

山东师范大学——— 泰国博仁大学

高中起点4年本硕连读留学项目
中英双语授课 超低费用 面试入学 签约确保及时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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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15日中午，山东省高考

招生咨询会组委会已接受来自全国

各地二百五十多所院校参展报名，

不少名校组团参加本报主办的临

沂、菏泽、滨州、东营、聊城、烟台等

分会场，其中不乏省内的招生大户。

由于2013年山东省高招咨询会

济南、济宁会场是山东省教育招生

考试院委托齐鲁晚报与山东省教育

考试中心联合主办的 ,咨询会当天 ,

山东省招考院将派出近百人的咨询

专家团队在会场助阵。

□张静

名校云集一直是山东高招咨询会的
一大亮点 ,各层次院校齐全则是一大特
色。不少名校组团参加本报主办的临沂、
菏泽、滨州、东营、聊城、烟台等分会场，
其中不乏省内的招生大户。

据了解，济南会场继清华、北大、复
旦、上海交大、南大等国内名校预定展位
以后,省外如浙大、同济、北航、西交大、国防
科学技术大学等新一批院校,省内如山东
师范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
青岛理工大学、山东女子学院、山东政法学

院等也确定将悉数到场,与此同时，省外大
批普通本科院校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

济宁分会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中南民族大学、济南大学等一批
高校已经确定参会。在临沂分会场，浙江
大学、南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
海)、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等名校已经确定
参会。菏泽分会场，浙江大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等名校已经确定参会。滨州分会场，

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海洋
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等一批名校已经确定参会。东营
分会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等学校派专人开
展咨询。烟台分会场也是名校云集。

高考结束以后 ,很多家长致电本报 ,

想了解自己感兴趣的高校是否前来参会。
本报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具体参会
高校名单将于6月20日开始陆续公布,最新
的进展请关注本报每周二的教育新闻。

名校组团赴分会场开展咨询

据了解,今年的高考成绩将在6月25

日零点前公布。本次高考招生咨询会将
成为考生与学校之间最直接最及时的交
流平台。届时,山东省招考院有关处室负
责人也将亲临现场,就今年的高考政策、
志愿填报等问题为考生进行详细、准确
的解答。

本次高招会受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委托 ,由本报和山东教育考试服务中
心联合举办,在济南、济宁两地举行,具体
时间地点安排如下：

灶综合场
济南:6月25日
地点: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济宁:6月26日
地点:济宁市新体育馆
灶专科(高职)专场:

济南:7月27日
地点: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济宁:7月28日
地点:济宁市新体育馆

省招考院专家现场权威解读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

临沂、菏泽、东营、滨州、聊城、烟台
是我省考生人数较多、考生综合素质较
高、备受省内外院校关注的六个城市。为
进一步服务广大考生和家长，为院校、考
生搭建良好、顺畅的共同平台，本报今年
还在以上六市设置高考咨询会地方会
场。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临沂场：
时间：综合场2013年6月26日

高职场2013年7月28日
地点：临沂市联通体育馆(新华路与开阳
路交会处)

◇菏泽场：
时间：综合场2013年6月26日

高职场2013年7月28日
地点：菏泽华侨城售楼处广场(菏泽市华
平南路)

◇东营场：
时间：综合场2013年6月26日

高职场2013年7月28日
地点：胜利油田第一中学(东营市济南路
66号)

◇滨州场：
时间：综合场2013年6月26日

高职场2013年7月28日
地点：滨州市政通人才市场(滨城区黄河
五路与渤海七路交叉口北100米路东)

◇聊城场：
时间：综合场2013年6月26日

高职场2013年7月28日
地点：水城明珠大剧场(聊城市湖滨路3号)

◇烟台场：
时间：综合场2013年6月27日

高职场7月26日
地点：芝罘区滨海北路128号烟台滨海国
际酒店2楼(邻近第一海水浴场)

本报单独主办六地咨询会时间地点安排

齐鲁晚报、生活日报自2003年起已
连续成功编辑出版了多年的《高考咨询
特刊》，每期特刊发行量达到150万份以
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高校树立
形象，争取优秀生源助一臂之力。今年还
将继续出版，分为五期：

《2013年高考试题及答案》6月10日
出版

《2013年高考填报志愿咨询》(综合
篇)6月25日出版

《2013年高考填报志愿咨询》(高职
篇)7月26日出版

另外还有两期“从就业看报考”高职
特刊，分别定于7月16日和8月上旬出版。

特刊包括志愿填报咨询及指导、专
业介绍、招生计划、院校风采等内容，是献
给广大考生的一份营养丰富的饕餮大餐。

在此敬告读者，本报的以上特刊都
随当天报纸发行，是报纸的一部分，不零
售，不加价，非订户读者只需购买当天报

纸即可获得；报纸订户则可直接得到。
目前各场次咨询会已进入紧张筹备

期，展位及高考特刊广告位预订正在火
热进行中，请参展单位抓紧时间与高招
组委会联系，以争取得到更多的宣传机
会，以及更好的咨询会展位和版面位置。

山东省高考招生咨询会组委会展位
及特刊预定联系电话：0531-85196575
85196195 85196197 传真：0531-85196151

高考特刊分五期出版随当天报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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