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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困难大学生可申请助学贷款
受理贷款申请时间为8月1日至9月20日，最高可获6000元贷款

┬记 者 王天宇 报 道
┬通讯员 刘俊梅 吕玺召

本报7月 17日讯 从威海市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获悉，为帮助
家庭困难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威海市各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即
将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办理贷
款手续。各市、区受理学生贷款申
请时间为8月1日至9月20日，所有
威海户籍的高校在校生和今年高
校录取新生可获不超过6000元的
贷款。

据了解，凡威海户籍今年入
学的大学新生和在校就读学生，
都可申请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
申请贷款须有共同借款人，还款
责任由共同借款人和借款学生共
同承担，共同借款人原则上为借
款学生父母，若借款学生父母丧
失劳动能力或民事行为能力，可
由其他年龄在25至60周岁之间的
直系亲属作为共同借款人，共同
借款人也须为威海户籍。符合条
件的学生可登录网址h t t p s：//
sls.cdb.com.cn，填写基本信息和

申请信息，并打印《国家开发银行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申
请助学贷款的学生须在“学生在
线服务系统”中签订电子《承诺
书》，点击确认后才能继续完成申
请过程。

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额
度仍为每年1000至6000元，贷款
期限为全日制本专科学制加10年
确定，最长不超过14年。其中，在
校生按剩余学习年限加10年确
定，学制超过4年或继续攻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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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助学贷款原则上用于借款学生
的学费和住宿费，当贷款金额高
于学费和住宿费实际需求时，剩
余部分可用于借款学生的生活
费。高校在读生当年已获得国家
助学贷款的，不得同时申请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资金发放、
划转和本息回收都将通过“支付
宝”完成。

首次申请贷款的学生，还需
持申请表到村(居)委会、乡镇(街
道)民政部门或就读高中(限应届

高中毕业生)任何一个单位进行
资格审查，并加盖公章。8月1日至
9月20日期间，学生和共同借款人
持盖章的申请表一式两份，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两份，户口
簿和高校录取通知书(在读学生
持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向
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交借款申
请。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相关负
责人提醒，希望符合条件的高校
学生及早上网提交申请，办理相
关手续。相关问题可致电0631—
8456305进行咨询。

保险业上半年保费增势明显

┬记者 李孟霏 报道

本报7月17日讯 17日，从威
海市保险业协会获悉，同比去年
上半年，今年1—6月份保险公司
财险保费业务平均增长23%，寿险
保费业务平均增长6%。据分析，提
倡理赔提速及控制销售误导，是
保费业务增势明显的主要原因。

从保费增长速度来看，排名
前三位的分别是太平财险、太平
洋财险、人保财险，增速分别为
22 . 41%、21 . 63%、18 . 333%。紧随
其后的为大地保险公司和中华联
合保险公司，财险增速为16 . 16%
和15 . 94%。而在财险保费之中，车
险业务占多家公司财险业务的
70%以上，成为拉动增速的主因。
“车险业务是我们财险业务的重
要部分，上半年保费是8000多万，
同比增长4%。”平安财险的一位工
作人员介绍。而说到增速的原因，
她坦言：“电销业务做得好是主
因。”

相比较财险的保费增速，寿
险则显得比较平稳，上半年同比

增速平均为6%，其中中国人寿和
平安人寿排名前两位，分别为20%
和15 . 7%。“这个增长速度并不算
高的，只能是稳中求进。”市保险
业协会段主任分析，前几年，市民
对寿险的印象因“存款变保险”等
负面因素的影响，积极性非常低，
从2012年年底开始，加大对“销售
误导”等问题进行管控，因此“行
业环境正在慢慢回暖。”

此外，各大保险公司在6月份
也集中突出了短期理财产品。其
中，中国人寿发售了“国寿鑫丰两
全保险(分红型)”，最短期限仅为
1年；泰康人寿推出了“旺财1号两
全保险(万能型)”，预期收益率为
5 . 15%。而新华保险4月份在银保
渠道推出万能险“精选一号”两全
保险产品，该产品属于与资产管
理项目对接的产品，其预期收益
不低于5%。

从事多年保险工作的吴先生
分析，“保险业的理财产品，收益
虽然没法和其他理财产品相比，
但如此的密集推出，无疑也是拉
动保费的一个原因。”

┬记 者 王天宇 报道
┬实习记者 桑志朋
┬实 习 生 何宗斌

本报7月17日讯 17日上午
10点，由威海市环保局、威海市
园林局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天梦湖缘”实践团队联合主
办的“圆梦中国，爱在天鹅湖”环
保宣传活动在威海幸福门广场

举行，活动现场为大天鹅慈善募
捐，旨在宣传环境保护知识，保
护大天鹅。

本次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天
鹅图片展、现场募捐、爱心签字
仪式、发放关爱天鹅爱心知识手
册等，现场所有的募捐款都将捐
给大天鹅保护协会，用来救治受
伤生病的大天鹅。

团队成员张红玲介绍，本次

环保项目在第一届大学生微公
益大赛中经过初赛、复赛两轮激
烈角逐，最终从全国1000个项目
中脱颖而出，成为华北赛区的闪
闪代表之一，“天梦湖缘”实践团
队共有26名成员，全部来自哈工
大大学生志愿活动中心和大学
生环境保护协会。团队的共同目
标是维护自然生态和谐，为大天
鹅营造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志愿者为大天鹅营造和谐家园

┬记 者 王天宇 报 道
┬实习生 何宗斌 陈奎莲

本报7月17日讯 17日，从
威海市高区教育主管部门了解
到，《2013年高区中小学招生工
作意见》已经对外公布。今年高
区中小学校招生总计划为3637
人，其中小学一年级计划招生
2025人，初中一年级计划招生
1612人。

2013年高区小学一年级计
划招收45个教学班，共2025名学
生，平均每班45人。其中，高区第
一小学5个班、高区实验小学6个
班、高区第二实验小学5个班、东
涝台小学1个班、西涝台小学2个
班、后峰西小学4个班、高区第二
小学5个班、黄家沟小学2个班、
钦村小学4个班、神道口小学3个

班、大岚寺小学4个班。
今年高区初中一年级预计

招生人数为1612人，共招收31个
教学班，平均每班52人。高区一
中10个班，负责接收高区一小、
西涝台小学、东涝台小学和后峰
西小学高区籍和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毕业生，以及高区二实小高
区籍毕业生；威海九中12个班，
负责接收实验小学、高区二小、
黄家沟小学、大岚寺小学高区籍
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毕业生，以
及高区二实小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毕业生；神道口中学6个班，负
责接收钦村小学、神道口小学高
区籍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毕业
生；威海十五中3个班，负责接收
初村小学高区籍和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毕业生。

根据威海市人民政府相关

文件及高区实际情况，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实行相对就近入学。小
学在不超过48人，初中不超过52
人的情况下，按以下顺序录取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一是在学
区内有父母房产证的；二是在学
区内有父母购房合同及交款手
续的；三是在学区内有工商营业
执照的；四是在学区内务工2年
以上的。

超过规定班额后，小学以钦
村、高区第二实验小学、后峰西
小学接收为主；初中以威海九中
和神道口中学接收为主。

其中，丰柴山以北、福山路
以东区域到钦村小学就读；垛顶
山以北、福山路以西区域到高区
第二实验小学就读；丰柴山、垛
顶山以南高区区域到后峰西小
学就读。

高区中小学今年计划招生3637人

25位俄中学生来威修学游

┬记 者 冯 琳 报道
┬通讯员 曲茜茜

本报7月17日讯 17日下午3
点，25位来自俄罗斯伯力市的25
位中学生抵威。他们将在威海进
行为期25天的修学游，主要任务
是学习汉语，空余时间他们将游
览威海各知名景区。

17日下午，25位学生在沙滩
进行了沙滩排球及游泳等运动项
目。当日晚上，他们将共同放孔明
灯许愿。

据威海市旅游局工作人员介

绍，在接下来的2个周时间，他们
将在威海进行专业的汉语学习。
而在闲暇期间，他们将游览威海
幸福门、科技馆、少年宫等地点，
还将游览西霞口动物园、华夏城
风景区等景点。

同时，他们将走进威海本地
外语学校，和中国学生进行联谊
及语言交流。此次俄罗斯中学生
来威海修学游是该活动举行的第
三届，今年活动的新特点是娱乐
性有所加强，俄罗斯中学生将有
充足的时间了解威海的自然风光
及文化。

打打假假
16日，乳山市工商局执法人员在育黎镇查获75袋、共计1 . 5万吨的肥料。经营者提供不出该批肥料登记

证复印件和检验报告，也没有相关部门的鉴定结果，存在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目前，经营者已被勒令停
止销售该肥料，并被处以5000元罚款。

本报记者 李孟霏 通讯员 王超 摄影报道

四名先心病患儿赴济“补心”

┬记 者 许君丽 报道
┬通讯员 林伟强

本报7月17日讯 17日晚，威
海市4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乘坐
火车，赶赴济南免费进行“补心”
手术。

刚刚一岁半的云龙是唐氏宝
宝，也称先天愚型婴儿，一出生就
被遗弃，威海市公安部门将他送
到威海市儿童福利院。入院后，工
作人员为他进行检查时，发现他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也符合免费

“补心”手术的条件。
17日晚，威海市儿童福利院

的工作人员陪同云龙和另外3名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一起赶

赴济南做手术。
据威海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

绍，4名先心病患儿能免费做手
术，得益于由神华公益基金会联
合中国社工协会儿助会发起“神
华爱心行动”公益项目，不会向患
病儿童家庭收取任何申请费用。

为使低收入家庭先心病患儿
能及时进行手术，减轻家庭负担，
去年底，威海市儿童福利指导中
心按照《威海市先心病患儿情况
调查表》的要求，全面了解和掌握
本辖区内先心病患儿基本情况及
手术意向，对全市先心病患儿情
况进行一次摸底调查，最终筛选
出4名符合条件的患儿，安排到省
军区总医院进行免费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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