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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计2014出国读研、留学规划 聚焦第20届山东国际教育展

想想留留学学？？周周六六来来看看教教育育展展吧吧！！
每年的10月到11月，都是申请下一年秋季入学的最佳时机，2013年出国热持续升温，齐鲁晚报

汇聚行业顶尖留学专家、海外院校招生官、托福雅思讲师团队，于10月19日(周六)在济南索菲特银座
大饭店举办“第二十届山东国际教育展”。展会上，来自美、加、英、澳等多国优质大学将齐聚泉城，为
广大学子解答留学规划、出国读研、语言培训等问题，欢迎有意出国留学的学生及家长来会咨询，了
解最新的留学动态，获取最专业的留学建议。

与名校“零距离”

获取最新留学动态

随着10月份的留学申请最
佳时机的到来，逛国际教育展
成为大部分学生提前了解海外
留学资讯的重要方式。在出国
前参加大型教育展可以在短时
间内获取最具有针对性的留学
资讯。学生可以根据自身个性、
兴趣、留学意向国家及专业偏
好、职业规划等各方面需求，随
时向展会现场的顾问老师寻求
专业的规划建议；而留学顾问
还将通过大型讲座，从专业、学
科、文书、签证等不同维度解读
最为困惑的留学难题和2014年
最新申请趋势。因此，涵括多国
院校招生、留学申请介绍、出国
考试名师解读等内容的大型教
育展，受到越来越多家长、学生
的青睐。

参加教育展，近距离接触
目标院校是很多学生最直接的
目的之一，在国际教育展上主
办方将为学生提供与来自世界
各地学校代表亲密接触的机
会，学生可前往心仪学校咨询
相关事宜。同时，目前正是申
请入读明年名校本科课程、硕
士课程及高中课程的黄金申
请点，提早一年准备材料申
请，成功率更高。对于刚升读
高三的学生而言，如果有意考
虑明年赴海外读本科，最好此
时开始办理，而不是等到明年
春季，即高三第二学期开学才
来咨询、准备，这样很可能错过
名校。

据启德留学负责人介绍：
“如果学生能够尽早做好留学
乃至职业规划，在留学过程中
完成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实习
经验的累积，将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帮助学生毕业之后更快
速、顺利的就业和发展。制定科
学的学习计划和职业规划，才
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方
向。”在本次山东国际教育展
上，资深留学顾问将从如何选
择选校、选专业，如何制订方
案，到如何完成留学回报最大

化，对留学各个方面进行深度
解析，为各位学生和家长提供
指导。

“一站式”留学服务

全面规划让家长省心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如今
的国际教育展已不仅是提供让
学生和家长与众多名校进行

“零距离”交流的机会，还在语
言培训、职业规划、奖学金申
请、签证申请、留学准备、海外
生活、出国金融等方面也提供
了一条龙服务。据加成留学参
展负责人介绍，每届教育展上
都会汇集语言培训、出国留学
和海外移民这三块业务的专
业顾问团队，适合不同阶段和
背景的留学家庭，并帮助来到
现场学生和家长们一天内解
决语言提升、学术准备、名校
申请和海外发展等一系列教育
规划大事。

另据济南金吉列留学负责
人介绍，在本届教育展的现场金
吉列留学将会给各位有意向留
学的学生赠送《出国留学消费指
导手册》，帮助准留学生们了解
国外的生活、消息等知识。

而在每届的展会上，都有
行业金牌顾问现场为学生订制

“院校考察、专业规划、语言培
训、签证申请”完整方案。从材
料准备、签证审批到行前答疑、
绿卡申请，学生和家长将在现
场真正体验“留学全过程，一站
到底”式的解答服务。

□主办:齐鲁晚报
□承办:齐鲁晚报天一国际

会展有限公司
□地点:济南索菲特银座大

饭店6楼(泺源大街66号)

□日期:2013年10月19日
□时间：上午8:30~下午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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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点通》是清华同方针对
电脑初学者出版的一套从零起
步学习电脑的教育软件；专门
针对中老年人电脑基础薄弱、
接受能力慢、记忆力差等特点
设计，采用独特的手把手教学
模式，配有语音讲解、同步字
幕提示，可反复学习直到学会
为止。内容包括：打字、画图、
上网、搜索、聊天、下载、购物、

看新闻、玩游戏、查资料、收发
邮件、排版、表格、照片修饰、
幻灯片、数码设备使用、杀毒、
系统维护等六十多项内容。让
您不进学习班，不看教育书，
不求人在家轻松学会电脑。另
外每天前 3 0名订购者可获赠
多功能手写板一套；全国统一
订购服务热线：400-016-7158

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高中起点4年本硕连读，专
科起点2 . 5年本硕连读。本科起
点1年硕士，硕士起点：3年制
ph.d管理哲学博士和教育管理
博士。本科专业有：工商管理与
国际贸易、金融与财务、旅游与
酒店管理。硕士专业有：工商管
理硕士、教育管理硕士。全日制
学习方式，申请入学，中英双语
授课。回国可获得中国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可报
考公务员和进事业单位。可根据

国家相关政策落户一线城市，创
业办公司免税和租金，并可申请
资金支持。

博仁大学(DPU)是中国教
育部涉外监管网上重点推荐
(高等教育质量认证最佳奖 )
留学院校。现有在校生3万多
人，硕士学位学科1 9个，博士
学位学科6个。

详情咨询：泰国博仁大学山
东办事处：时老师0531-82618961
13589089770

还在为就业困扰吗？还在为
国内工资待遇发愁吗？护士海外
就业渐成新趋势，护士在国外是
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济南
万泽教育推出的赴日护士就职
项目其办理周期短，语言要求宽
松，赴日期间零学费，定向培养，
带薪实习，顺利就职。1周的工作
时间，包括夜班大约40小时；每

月夜班的次数约4次；一年的总
休假日为120天左右；与日本护
士同工同酬，享受各种保险及福
利待遇，年薪可达30万人民币；
环境轻松优美。现日语培训班开
班在即，赶紧报名！
咨询热线：0531-82384898 夏老师
地址：济南市山大路47号数码港
大厦C座805室

日前，教育部、省教育厅专
家组到山东英才学院考察，就我
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情况进行
调研。山东英才学院杨文董事长
表示山东英才学院绝不辜负党
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爱，将一
如既往地坚持公益性办学的原
则，不断在内涵建设和和特色发
展上迈出坚实的步伐，为我国的
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贡献。山东英才学院夏院长在报
告中介绍了该校的发展建设情
况。他指出，经过十五年的建设
发展，学校已经初步探索出一条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之路。针对我省本科高校
转型发展，夏院长提出三点建

议：一是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二是制定中国高水平民办
大学建设计划；三是破解制约民
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公共财政支
持和教师社会保障两大难题。

国家教育部专家组高度评
价我省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成
绩，并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提高
认识，要充分认识到发展教育
对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二是
要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在政策
扶持、人才培养、服务外包等方
面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三
是要不断总结民办高校发展建
设经验，支持和引导民办高校走
特色发展之路。

由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山东省机械工业协会倡导，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和64家机
械行业大企业、院校、科研单位联
合打造的山东省机械行业职业教
育培训集团,10月12日在济南正式
成立。省人社厅、省机械协会相关
领导出席成立大会。

该集团成立的目标是充分发
挥学院、企事业单位各自的优势，
加强行业、企业、学校之间的全方
位、深层次合作，促进资源的集成

和共享，使学校办学和企业发展实
现双赢。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党
委书记崔秋立介绍说，学院是山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直属的
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和技师学院，
建校以来始终坚持面向机械行业，
强化相关专业的投入和建设，师资
力量和实训设施都处于全省先进
水平。作为集团建设的积极参与者
和今后工作的重要承担者，学院将
同集团内的其他院校一道，加强与
集团内企业的合作，全方位搞好服

务，全面提升校企合作水平。与企
业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实训中
心建设等方面积极协作，积极承担
企业在职职工的技能提升、技能研
修任务，为企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服务。同时，积极承担行业组织
的各项培训、技能鉴定等活动，成
为行业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载体
和支撑。在省人社厅和省机械协
会的关心支持下，通过校企双方
的共同努力，通过扎实有效的工
作，使集团工作取得丰硕的成果。

打造职教“航母”山东省机械行业职业培训教育集团成立

全国研究生考试报名正在
进行中，根据教育部要求，MBA

研究生考试报考条件为：专科毕
业5年以上，本科毕业3年以上。
很多准备报考MBA的考生都很
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每个学校教
学水平不同该如何选择，各个学
校的录取分数和复试难度有什
么差别，此外还要考虑到上课方

式是否方便、同学间交流情况等
等。近年来，西北大学山东教学
中心因其独特的MBA授课方式
受到考生追捧，西北大学是西北
地区建立最早的高等学府，被大
英百科全书列为世界著名大学之
一，属于国家首批“211工程院校”。
西北大学MBA中心曾获全国最具
特色和最具潜力MBA排行榜第一

名。西北大学MBA按国家最底线
录取，复试淘汰率低。采用集中
上课方式，一月上课一次，一次2-
4天，不影响个人工作休息安排。
本校教授来济南授课，与在校学
生待遇相同。并有丰富的第二课
堂，和著名企业家、大师精彩讲
座，以及企业参观考察、联欢、郊
游、拓展等。

西北大学MBA学习方式受考生追捧

中老年学电脑《易点通》

大专本科起点

一年硕士热招中
泰国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学院(中国教育部重点推荐院校)

教育部专家组调研我省民校

护理专业人才赴日本高薪就职
年薪可达30万

教育资讯

历程：2005入主山东，历经
九载，招生八级，毕业六届，学员
多达650余人，遍及山东各地市。

◇最早设立招生与教学的
省外MBA院校。

◇最多学员与毕业生的省
外MBA院校。

◇最立足本地化的省外
MBA院校。

◇最具可持续发展的省外
MBA院校。

优势：百年名校，“211”院
校，全国重点大学。

证书：研究生毕业证书、
MBA硕士学位证书。(发放派遣
证，属普通全日制)

人脉:遍及全省及周边地区
的机关领导、企业家。

济南：0531-86996682
86996656

青岛：0532-88038566
85955818

东营：13054655888

网址：www.xbmba.com
MBA考前辅导保过班，保

证联考过线，不过全额退款！

西北大学MBA研究生
山东班招生


	B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