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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2人缴费成功争夺101个职位

城事

2011年6月18日 星期二 编辑：张永斌 组版：赵长通C02 今日日照

本报6月17日讯 (记者
张永斌) 日照市2013年市直
事业单位招聘综合类专业技
术及管理岗位工作人员考试
报名工作日前全部结束，网
上缴费取得考试资格的共有
3082人，将争夺101个职位。笔
试设立两个考点，将于6月22

日上午9：00-11:30举行。

17日，记者从日照市人
社局获悉，此次日照市2013年
市直事业单位招聘报名工作
日前全部结束。本次共招考
1 0 1个职位，网上报名人数
4882人，审核通过3836人，网
上缴费取得考试资格的共有
3082人。

笔试将于月22日上午9 :

00—11:30举行。笔试内容为公
共基础知识，包括法律法规、
政治经济理论、时政方针、科
技知识等基础性知识和综合
写作。

笔试共设两个考点。日
照市新营小学考点位于日照
市威海路 8 9号，咨询电话：
2987000。公交5、7、9、10路，经

过至新营小学。考点日照市
实验小学位于日照市金阳路
5号，咨询电话：8221643。可坐
1路到自来水公司站下车，向
北300米即是。

考生须持准考证、二代身
份证(有效期内)进入考场，缺
一不可。无身份证的考生可凭
临时身份证或本人户籍所在

地派出所出具的带照片的户
籍证明参加考试。

考生应于6月19日—21日
登陆日照市人社局网站下载
打印《日照市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报名登记表》(参加面试时
使用)和《2013年日照市市直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
试准考证》，按时参加考试。

为加强对考试工作的监
督，考试期间所有考务工作
人员一律佩戴相应的证件，
考场监考人员姓名写在黑板
上。同时，设立考试举报信
箱：kszx8777835@163 .com和
举报电话：8775167，受理社会
各界对考试违纪违规行为的
举报。

圆梦时刻

日照市艺术剧院日前将“梦
想大舞台”搬到了日照市实验中
学，专业演员与师生们同台献技，
体现了活动“艺术搭台、群众娱
乐”的互动模式，共同感受全国第
十届艺术节浓厚的艺术氛围。

“梦想大舞台”近期还将走进
社区和乡镇，与市民亲密接触。

本报记者 张永斌 通讯员
潘琳 刘洁 摄影报道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 李玉
涛) 6月13日，中心商务区(CBD)

大卜家庵子片区3栋安置楼主体
竣工，标志着该片区15栋安置楼
主体全部竣工。

中心商务区安置楼共包括大
卜家庵子、小卜家庵子、东西明望
三个综合住区，建筑面积约122

万平方米，由日照市城投公司负

责投资建设。
其中，大卜家庵子片区建筑

面积403186平方米，共包括15栋单
体，其中33层住宅楼3栋，32层住
宅楼6栋，22层住宅楼4栋，6层商
业楼1栋，12层商业宾馆1栋。

中心商务区安置楼自2011年
8月份开工建设，目前小卜家庵子
片区安置楼地下施工已完成70%，

部分标段主体施工至9层，正在分
标段推进钢筋绑扎、脚手架、梁板
浇筑施工；东西明望片区B2、B3

区部分安置楼主体施工至6层，B1

区正在推进地下二层施工。
下一步将推进大卜家庵子片

区安置楼砌体施工、水电安装工
程以及剩余片区安置楼主体施
工，确保村民早日回迁。

CBD大卜家庵子片区

安置楼主体全竣工

50辆报废公交集集中中销销毁毁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 彭彦伟) 17日，日照市

公交公司对近几年来陆续达到报废年限的50辆公交
车进行集中销毁。这是日照第一次大规模集中销毁
报废公交车。这些车辆被挖掘机破坏后将被当作废
品处理。

17日下午3点，在日照市公交公司北京路停车
场，50辆报废公交车停在停车场内。一辆挖掘机正在
对车辆进行集中销毁，以防止报废公交车流入校车
等市场。

“这些车辆不仅达到报废年限，而且污染比较严
重。摄像头、投币箱等还能继续使用的物品我们先进
行了拆除。”日照市公交公司一工作人员说。

去年以来，日照陆续引进了一批新能源汽车，现
在新能源汽车已经达到140余辆。“未来3到5年内我
们将对一些污染比较大的，老、旧公交车全部进行更
换。”日照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副书记、调研员王玉说。 这些报废车辆被销毁后将做废品处理。本报记者 彭彦伟 摄

10年来，华威学院始终坚持“以
人为本，诚信办学”，以培养具有国
际合作意识、市场竞争能力的复合
型优秀人才为目标，注重学生社会
实践能力、独立分析能力、创新能
力和个性的培养，竭诚帮助家长和
学生设计留学规划，为学生搭建了
接受优质国际化教育的平台。10年
的国际教育交流经验和留学规划
经验，完善的境外监管服务体系，
为华威学院留学生国内、外的学习
和生活提供了保障。

华威学院国际项目具有以下
优势：①全日制不超10人小班制授
课，一对一辅导②引进国际上知名
大学与中学的优质课程，优化学生
国际化知识结构③山师、青大外国
语学院与我院形成师资力量共享，
拥有雄厚的中、外教的师资力量④
学生可充分利用华威优越的国际
平台，进入国际主流社会阶层，积
累国际人脉资源⑤帮助学生做好10
-15年的留学与就业规划⑥教学中
始终贯穿国际社会技能实践，培养
学生的综合社会应用能力。
美、加、德国际高中
培养模式：

国内、外共同完成国际高中，
国内一年至两年高中，通过学分转
换，赴美、加、德完成高中课程，颁
发国外高中毕业文凭。
招生对象：

初一、二、三在读及初三毕业
生。
最佳择期：完成初一。
招生人数：每班10人，共30人。

招生条件：测试入学，面谈家长。
项目优势：

①10人小班制，让学生充分理
解和掌握国际高中课程；

②国内外共同完成高中，真正
融入到国际环境，学生具备了国际
化思维方式；

③高中阶段积累了国际人脉
资源，为将来申请大学及就业提供
了保障；

④让中国学生充分了解了外
国学生高中阶段的人生规划，这对
将来成为国际化优秀人才起到了
关键作用；

⑤避免了以英语为母语的国
际高中课程在中国学生扎堆的中
式环境中完成，高额的收费，一年
十几万，其学生能力及观念并没有
改变，只是以入大学为目的，出国
之后在大学遇到种种障碍，未来就
业前途渺茫。
美国顶尖公立社区大学与
综合性顶尖大学联合课程
培养模式：

国内ESL课程半年至一年，入
读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帕萨迪纳城
市学院、圣莫尼卡学院、东洛杉矶
学院、圣马特奥社区学院)两年获副
学士学位，转学分入读美国排名前
十的综合性大学两年，获学士学
位。
招生对象： 高三、高中毕业生。
招生人数：20人。
招生条件：
测试入学，高中平均成绩80分以上。
项目优势：

美国大学专业选择与就业不
符的经验告诉我们，到美加读大
学，前两年应选择小班制(约30人)的
社区大学，并能提供参与社会能力
锻炼的机会。两年修满60学分，有目
的地选择适合自己的顶尖大学获
学士学位；费用低，前两年省20万。
加拿大顶尖大学联合招生
培养模式：

国内ESL课程半年至一年，入
读菲沙河谷大学30人小班制大学两
年，获副学士学位，转学分入读哥
伦比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西蒙
菲沙大学。
招生对象：高三在读及毕业生。
招生人数：10人。
招生条件：

测试入学，高中平均成绩80分
以上。
项目优势：

等同于美国项目并有利于就
业和移民。
德国大学免学费
国际预科班招生
培养模式：

中德联合办学设置预科课程。
招生对象：
高三、高中毕业生、大学在读生。
招生人数：20名。
招生条件：

测试入学，高中平均成绩80分
以上。
合作院校：

①维斯马应用科技大学
②比勒费尔德中等企业应用

科技大学

③奥格斯堡大学莫扎特音乐
学院

④公立维尔道工程应用技术
大学

⑤耶拿应用科技大学
⑥米特韦达应用科技大学

项目优势：
本科免学费，生活费约5万/年，

就业前景广泛。
英、澳专、本直升硕国际课程
培养模式：

中英澳大学联合办学设置预
科课程。
招生对象：大专、本科生。
招生人数：英国20人，澳大利亚20

人。
招生条件：测试入学。
项目优势：

英国保底大学免雅思；国内课
程由英澳联合大学及山东师范大
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授课及学分评
定；英国硕士课程一年毕业，澳大
利亚硕士课程两年毕业，教育部认
可学历。
英国合作大学：
艾克赛特大学 英国综合排名 9

利物浦大学 英国综合排名 15

赫特福德大学 英国综合排名 35

埃尔斯特大学 英国综合排名 65

澳大利亚合作大学：
格里菲斯大学 澳洲排名 18

迪肯大学 澳洲排名 20

中央昆士兰大学 澳洲排名 32

韩国大学预科
培养模式：

国内预科课程半年至一年，入

读韩国延世大学、湖南大学。
招生对象：高二、高三学生。
招生人数：
10人(定向培养、定向发展)。
招生条件：高二、高三优秀学生。
项目优势：

高密度课程，小班授课；专业
优势，便于就业；高额奖学金；提供
实习岗位，可勤工俭学。
美国知名公立中学免学费四周
2013年暑假班已报满。
2014年寒假班开始报名。
招生对象：初、高中优秀生。
课时安排：每周25课时。
报名时间：

暑假截止6月30日(已满额)

寒假截止11月30日
名额30人，额满为止(现有16名额)。
课程优势：

根据英语测试水平寒假进入
美国顶尖公立中学课堂不同班级，
与美国学生共同完成课程，选修多
种实践课，安排本校教师家庭住
宿，结业颁发GIC证书，为未来留学
提供了保障。
美国东海岸深度考察品质营
美国西海岸深度考察品质营

详情请电询或登录网站
咨询电话：0532--85953918

18660275656
网站： www.hwavi.com
咨询地址：青岛大学国际学术
交流中心华威学院外事(宁夏
路308号)

美国、加拿大、德国国际高中学分课程

英澳美加德大学预科、英澳专本升硕
6月23日9：30 新生入学说明会，每周六预约测试、面试及报名。额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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