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2013年8月8

日上午9：30依法按现状在牟平区

法院拍卖厅以现场竞价方式对位

于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韩家夼村

村东牟平区海鹏化工厂内的部分

房产及附属设施进行公开整体拍

卖，根据评估报告显示，其中有证

房产建筑面积1351 . 30㎡(牟房产证

字第0001658号 )无证房产面积

332 . 15㎡。保证金10万元。

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

地现场展示。

竞买人应在2013年8月7日上

午11：00时(到帐为准)前将保证金

缴至法院指定帐户，并于2013年8

月7日(法定工作时间)前凭保证金

收据及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另有牟平区养马岛孙家疃村

别墅一套(两证全)有意者电话咨询。

联系电话：05354238077

13184017799

拍卖机构地址：烟台市牟平区政

府大街638号

烟台子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7月18日

想想去去北北京京上上二二本本，，分分数数要要求求挺挺高高
仅有5所二本院校投放计划，山东考生成绩接近一本线才有戏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不少考生希望上大学能出
去见识一下，很多同学倾向“北
上广”的高校。现在，马上就要
填报二本志愿了，不少过了二
本线的考生希望去北京读大
学。记者了解到，今年仅有5所
北京高校在山东招生，根据以
往经验，考生高考成绩接近一
本线才有希望被录取。

据了解，北京高校密集，而
在山东省内招生多在一批次，
二批次招生学校较少。不过，处
在二本线上的考生依然可以考
虑北京印刷学院、北京物资学
院、北京农学院、北京建筑大学
以及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5所
驻京二本院校。

“僧多粥少”，所有想去北
京读二本的考生成绩要接近一
本线才有希望。其中，由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与北京市政府共建
的北京印刷学院今年仅有15个
计划，文科2个计划，理科13个。
文科中投放的专业为编辑出版
学，去年录取最高分627分，最
低分570分；理科中的印刷工程
专业去年录取的最高分达到了
618分，最低分569分。

其他高校中，北京建筑大

学去年理科最高分638分，最低
分596分；文科最高597分，最低
561分。北京农学院今年在山东
投放了48个计划，去年文科最
高分572分，最低497分；理科最

高613分，最低541分；前身是北
京石油化工专科学校和北京化
工学院第二分院的北京石油化
工学院，历年在山东的录取分
数基本都在二本线上 3 0分以

上，接近一本线分。而以物流管
理为特色、以经济学科为主的
财经类院校北京物资学院，去
年文科最低分575分，理科最低
分581分。

北京这5所高校都是特色鲜明的
学校，其中北京印刷学院的包装工程
以及印刷公车等专业是全国最好的，
前身是1958年文化部所属文化学院
印刷系。同时，学校还开设印刷工程
(卓越班)、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卓越
班)。卓越班学生从新生中进行选拔；
文科中开设编辑出版学(韬奋班)，韬
奋班学生从新生中进行选拔。

国内高校第一个开办期货专业
的北京物资学院，在经济学院的信息
学院实行“按系招生”的培养模式。学
生入学时在系内不分专业，学生完成
基础课程学习后，根据自身学习情
况、专业志愿及学校专业发展规划在
系内确定所学专业。

北京市唯一一所建筑类高校北
京建筑大学，各专业暂不进行美术加
试，以高考成绩为主要录取依据。另
外，北建大、北京农学院以及北京石
油化工学院三所高校设计建筑、生
物、农业种子、环境、化学以及油气等
专业都对考生眼睛有特殊要求，色
盲、色弱限报，部分专业近视以及听
力也有要求。

除此之外，转专业制度也是北京
石油化工学院的一个特色之一。所有
的学生都没有门槛，都可以参加转专
业，但是要参加转入院系的考试，考
试通过以后都可以转成功。大概85%

的同学都可以转成功，实现自己转专
业的愿望。同时，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公布了山东考生查询录取结果的时
间是8月1日。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五学校各有特色
部分专业有要求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李楠楠
刘清源 ) 现在专科学校很多，

但是上一个好的专科学校却不容
易。不过，今年一些省属高校还是
投放了少量专科计划。其中，烟台
大学就面向省内投放了200个专科
计划，有想了解具体细节的考生和
家长可到本报高招会现场咨询。

据了解，烟大今年投放的唯一
专科专业为国际商务，属于中外合
作办学专业，计划招生200人。录取
批次分别列在专科 (高职 )批次，面
向山东省内招生。国际商务专业是
山东省政府于2002年批准的，是烟
台大学和外方挪威CK大学合作办
学项目。

考生和家长还比较关心的专升
本等政策，可以到本报26日举办的高
招会现场咨询。

据悉，7月26日(周五)9:00-14:00，
在芝罘区滨海北路128号烟台滨海国
际酒店2楼(邻近第一海水浴场)，由
本报主办、山东工商学院意大利留学
独家冠名的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烟
台 )专科高职院校大联展将拉开帷
幕。即日起，考生及家长可到本报指
定的两处地点领取门票，凭门票免费
入场。

本报高考招生咨询会专科高职
院校大联展，将帮助烟台考生合理填
报志愿，为考生及家长与招生院校搭
建一个权威、快捷的交流平台。各院
校负责人将现场答疑解惑，详细解答
今年招生形势，把脉高考志愿填报，
让烟台考生顺利升入理想院校。

领票地点一：芝罘区环山路3号
润 利 大 厦 1 5 0 9 ，领 票 电 话 ：
18663859690。(可乘59路、82路、61路)

烟台图书馆站点下车；
领票地点二：莱山区工商学院西

校区9号楼国际交流学院2203，领票
电话：0535-6901176。

烟大省内投放

200个专科计划

助助学学贷贷款款2200日日起起接接受受网网上上申申请请
烟台籍大学生可通过“支付宝”办理，每人每年最多可贷6000元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刘
清源 通讯员 李晓恩) 7月
20日起，包括今年录取新生在
内的高校学生，可以通过“支付
宝”在网上申请2013至2014学年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了，申请
网址为http://sls.cdb.com.cn，申
请时间截至9月20日。每个学生
每年申请的贷款额度不低于
1000元，不超过6000元。

17日，记者从市教育局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到，《关于
做好2013-2014学年国家开发银

行生源基地信用贷款申请受理
工作的通知》已经下达到烟台
各县市区。

据悉，生源地贷款是指，开
发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
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
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
在县(市、区)办理的助学贷款。
此项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和
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
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工作人员介绍，只要是烟台
户籍的大学生，无论是今年刚考

上大学，还是正在大学就读；无论
是在本市的大学还是外地的大
学，都可以在烟台申请办理生源
地贷款。在烟台高校就读的外省
籍学生申请生源地贷款的，各高
校须按照其生源所在地的工作要
求予以办理相关手续。其中，属国
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的，
参照上述办法组织网上申请工
作。各县市区受理贷款学生申请
时间为2013年8月1日至9月20日。
上学期间，贷款利息由烟台政府
买单。另外，大学期间还有机会获

得各种奖学金和助学金。可以说，
只要考上了大学，就能念得起。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全部实行网上申请
(网址http://sls.cdb.com.cn),今年
网上申请时间为7月20日至9月
20日。初次申请所需材料：盖章
的申请表、本人及共同借款人
身份证和高校录取通知书 (在
读学生持学生证 )及上述材料
复印件；本人及共同借款人户
口簿只需出示，不需复印件；资
助中心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根据规定，每个学生每
年申请的贷款额度不低于
1000元，不超过6000元，具

体金额根据学生学费和住宿
费实际需求确定。

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
制本专科学制加10年确定，最
短不低于 5年 ( 6 0个月 )，最长
不超过1 4年。学制超过4年或
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

第二学士学位的，相应缩短
学生毕业后的还贷期限。生
源地贷款到期日为9月20日。

贷款学生毕业当年9月1

日起，开始自己负担支付利
息，每年的12月20日为正常还
息日。宽限期内只需自付利
息，不需偿还本金。宽限期结
束后次年的12月20日，除自付
利息外开始等额还本，贷款

期限最后一年的9月20日要求
全部还清。以某大学生 (四年
制 本 科 ) 两 年 连 续 贷 款 累 计
9000元为例，他可以在毕业后
2年开始偿还本金 ,每年除利
息外，要还本金1056元。

此外，贷款利率执行贷
款发放时人民银行公布的人
民币贷款同期同档次基准利
率。

从2011年起，信用贷款资
金拨付和回收都将用“支付宝”
方式办理。申请大学生只需到
高校资助中心网上办理电子回
执，无需再邮寄纸质回执。另
外，去年起，国家开发银行在

“学生在线服务系统”增加了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约定与承诺书》签订功
能，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须签
订电子《承诺书》后，才能完成
申请过程。

各县市区在为贷款学生生
成合同时，系统将自动生成“支
付宝”账户，用于生源地贷款发
放和本息回收。

具体流程为：借款学生成功
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系
统自动生成《贷款受理证明》(上
附验证码)；县市区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打印《贷款受理证明》并
加盖公章,交由借款学生携带至
高校报到；高校学生资助中心根
据《贷款受理证明》，在系统中录
入并确认验证码和欠缴金额；县
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系统
中进行确认,电子合同回执单生
效。各高校应于10月15日前为贷
款学生录入并确认验证码和欠
缴金额，截至10月15日未录入电
子合同回执单的学生贷款申请
将被拒绝。

各县市区咨询电话

芝罘区：6226581

福山区：2136159

开发区：6378038

莱山区：6891720

牟平区：8945680

高新区：6922113

龙口市：8512307

莱阳市：7262237

莱州市：2270206

蓬莱市：5645351

招远市：8246313

栖霞市：5228960

海阳市：3228660

长岛县：3217421

就读期间无偿使用，毕业当年负担利息

资金拨付和回收，都用支付宝

延伸

头条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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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高招汇

平面高招汇，等你来“问计”

莱山一中的同学们在一起研究报考哪个学校和专业更有把握(资料片)。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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