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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来烟台市调研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张琪)

10月20日，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来
烟台市就税费征管、乡村旅游、教育
改革、扶贫开发等进行调研。

上午，郭树清首先来到栖霞市
牟氏庄园文化旅游景区，认真听取
情况介绍，强调要不断完善旅游基
础设施，提升旅游业发展水平。在凤
翔小学，郭树清叮嘱当地干部要积
极推进教育改革发展，集中力量，重

点解决好“大班额”问题。在烟台泉
源食品有限公司，郭树清详细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加大
内外贸市场营销力度，逐步做强自
主品牌。在松山街道汉桥村，郭树清
看望了困难户刘维路，仔细询问他
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并祝愿他们生
活越来越好。在“政府放心农资工
程”西城直营店，郭树清对当地从源
头上杜绝假冒伪劣农资的做法表示

肯定。在西城电子商务服务中心，郭
树清与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亲切交
谈，希望他们借助电商平台实现创
业梦想。

下午，郭树清考察了莱阳市龙大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勉励企业用国际
经验深挖国内市场，进一步提升产品
质量，把品牌打响，争创行业一流。在
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郭树清对企
业品牌建设、技术研发等给予高度评

价，希望鲁花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
头。郭树清还考察了莱阳梨乡风情旅
游区。

郭树清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加大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整合各方面
资源，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切实抓好
扶贫开发、农村厕所改造、冬季采暖、
污水处理等方面工作。

省政府秘书长蒿峰，市领导孟凡
利、张永霞等参加调研。

孟凡利在烟台开发区调研外经贸工作时指出

打打好好攻攻坚坚战战完完成成全全年年指指标标任任务务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张琪) 10月21日下午，市委书
记孟凡利专程到烟台开发区调
研外经贸工作。他要求全市上
下充分认识当前外经贸形势的
严峻性、复杂性，迅速行动起
来，全力打好外经贸这场攻坚
战和翻身仗。市领导王曰义、杨
丽等参加调研。

调研期间，孟凡利先后实
地考察了普罗吉生物医药园、
富士康(烟台)科技工业园、现
代汽车研发中心、乐金显示(烟
台)有限公司、泰和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等企业和项目现场，
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
进出口面临的问题。孟凡利指

出，抓好外贸工作事关全局。烟
台市外贸在全省占比大、分量
重，当前面临着很大的下行压
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抓住用
好剩余2个多月时间，迎难而
上、奋力攻坚，切实扭转被动局
面，不折不扣完成全年各项指
标任务。

孟凡利指出，一要千方百
计稳定外贸增长。深入分析外
部经济环境、国际市场走势，保
住存量、扩大增量，全力拼抢国
际市场份额。对外贸下滑严重
的企业要制定专门政策，想方
设法弥补缺口，同时加大对成
长性好的一般贸易企业扶持力
度，促其扩大进出口规模。二要

坚定不移推进外贸转型。抓住
“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引导企
业强化品牌意识，加快“走出
去”步伐，构建全球化的生产营
销体系；大力培育市场贸易、跨
境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打造
新的外经贸增长点。三要一把
不松抓好招商引资。着眼外经
贸长远发展，瞄准国内外500

强、大型央企国企、知名民企和
高校院所，加快引进一批“高大
上强”项目；抓住中韩(烟台)产
业园建设机遇，引进有实力的
韩国企业和机构前来投资合
作。四要积极主动优化发展环
境。加大“一业一策”、“一企一
策”实施力度，为企业在通关、

商检、外汇核销、出口退税等环
节提供更多支持，牢牢把握外
贸工作主动权。

孟凡利强调，完成既定的
目标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各
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扛
起责任，确保尽快见到实效。各
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要亲自调度外经贸工
作，分管负责同志要靠上去组
织落实。要开展常态化的督查
督导，定期通报工作进展、动态
反馈落实情况，对工作不力的
要严肃问责。要通过全市上下
的共同努力，全面完成今年外
经贸各项任务，为全省发展大
局作出应有贡献。

22001166年年留留学学趋趋势势发发布布会会于于2244日日举举行行
地点在芝罘区解放路中银大厦3楼，想留学的千万别错过

每年秋季，都是新一年度
留学申请的准备阶段，今年各
个国家又有什么新的政策变
化？想来很多学生和家长都想
了解清楚，以做好及时应对，为
此本报将于10月24日上午9：00

在芝罘区解放路中银大厦3楼
举行2016年留学趋势发布会，
届时将邀请留学专家现场给学
生和家长们讲解各国明年留学
的新政策，以及申请方式和方
案。首先本报给学子们分享下
英国留学新政变化。

留英签证最快5天办成

2 0 1 5年英国相关部门宣
布：在华享有优先签证会扩大
到第四层级的申请人，即学生
群体。选择该服务的申请人可
以获得优先办理签证申请的权
利，加急最快可在5个工作日内
收到签证申请结果，一般从提
交申请到获得签证平均需要15

个工作日。据了解，学生申请优
先签证加急，需在原签证费用
( t ier4签证费是394英镑，约合
3705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加收

100英镑的服务费，约合人民币
940元，所需总费用约为4645元
人民币。

雅思语言考试精度提高

英国内政部于2015年发布
了关于英国认可的语言考试，
继去年不再接受托福成绩之
后，又“枪毙”了一部分语言考
试，仅仅保留了雅思语言考试
和三一学院的语言考试。新政
策规定：非英国境内学生，在申
请入境英国的英国签证时，针
对语言要求该项，英国移民局
将只接受雅思中心的语言成绩
(ielts)。而在境内申请英国签证
时，则可使用雅思(ielts)及另外
一种由伦敦三一学院提供的语
言测试trinityexam。该项政策于
2015年4月6日起实施。另外，英
国内政部还公布了中国雅思考
试的考点，主要有50多个考点。

该政策奠定了雅思( ielts)

的“国考”地位，并让想前往英
国大学的海外学生在考取语言
证明时更加具有方向性。往年，
由于语言考核种类的繁多，导

致部分海外学生因为语言成绩
无法被心仪的英国大学认可，
或无法满足移民局所设立的最
低语言要求，从而丧失了前往
心仪英国大学留学的机会。英
国移民局的该项政策将更加具
有指向性，即想要前来英国大
学念书的学生都只能提交合格
的雅思成绩来申请签证。

这项最新的语言新政对于
广大留学学子来说，以后想去
英国留学，语言成绩只有通过
雅思考试或则三一学院的外语
考试，才能得到英国高校的认
可。但如果在2015年4月5日前取
得的pte及其他认可的考试，可
以一直用到2015年11月5日。为
了确保同学能顺利进入英国名
校，留学专家建议：还在准备雅
思的同学们，要抓紧时间报名，
往后的雅思考位会变得更为紧
张；实在考不出来的同学，要抓
紧去配语言课，以免因为雅思
成绩而错过最佳申请时间。

名校热门专业

要趁早“下手”

英国大学的招生通常是
“早申请，早录取”，申请得越
早，录取得也会越早。一般非
常受欢迎的专业，常常有很
多人去竞争申请，所以要尽
早去申请，避免到时候准备
一切就绪而提交申请了，人
家名校的名额也没了。这种
额满为止的英国大学作风，
我们要熟记于心，要知道名
校的热门专业都会提前结束
录取的，早申请你的成功率
也会更大。

学生和家长们如想了解更
多的留学新政策，请于10月24

日上午9：00至芝罘区解放路中
银大厦3楼，在“2016年留学趋
势发布会”现场跟留学专家面
对面交流。

会议时间：10月24日9：00-
11：00

会议地点：芝罘区解放路
中银大厦3楼

预约热线：0535-2113607
15506483377 (因座位有

限，请提前预约)

齐 鲁 留 学 交 流 群 ：
188731216

烟台耀华学校

助学子直升顶尖名校

近年来，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
校一直保持100%大学升学率。耀华
教育机构学子们自2009至2014年，已
经申请并获得录取的美国、英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韩国、中国香港等
国家及地区的名校已经达到160多
所(含众多名列前茅的学校)。

烟台耀华学校为学生提供幼
儿园至中小学的优质国际教育，并
设立升学辅导部，为学生提供最专
业的升学辅导服务。升学辅导部以
学生申请到最适合自己的大学、专
业，做对自己将来的职业发展、工
作生活来说最理想的选择为目的。
耀华学校提供的IGCSE及ALevel

课程，可以使学生有机会选择申请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0多所
大学。

前前三三季季度度，，生生态态补补偿偿金金拿拿了了997711万万
烟台位居全省第四，交出漂亮成绩单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王永军 ) 记者从烟台市环保
局了解到，山东省财政厅和山
东省环保厅联合发文，对全省
第三季度环境空气质量生态
补偿资金进行了清算。前三季
度，烟台获得971万元生态补
偿金，排在全省第四位，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

据介绍，按照《山东省环
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
法》，前三季度省级财政共向

17市发放生态补偿资金12899

万元，各市共向省级财政上缴
生态补偿资金36万元。临沂市
获得的资金最多，为 1 2 8 5万
元，日照市获得的资金最少，
为407万元。

烟台获得971万元，排在
全省第四位。青岛1116万元、
济宁985万元、淄博936万元、
济南923万元、滨州790万元、
东营718万元、潍坊692万元、
枣庄681万元、莱芜621万元、

泰安608万元、威海590万元、
德州584万元、聊城529万元、
菏泽427万元。

“这与烟台持续开展的以
扬尘、机动车排气和燃煤排放
为重点的大气污染综合整治
活动密不可分。”烟台市环保
局工作人员介绍说，今年以
来，烟台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
不少努力，取得了971万元的
生态补偿。

根据山东省环保厅发布的

前9个月17市空气质量排名情
况。烟台重污染天数全省最少，
蓝天白云天数243天，位居全省
第二。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
物、二氧化硫浓度、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均排在全省第二。

通知要求，各市收到资金
后，要严格按照《办法》及国家
和省关于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管理的有关规定，将资金统筹
用于辖区内改善大气环境质
量的项目支出。

王建国当选市总工会

第十八届委员会主席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张
琪 ) 21日上午，市工会第十八次
代表大会胜利闭幕，选举产生了
市总工会第十八届委员会。在随
后召开的市总工会第十八届一次
全委会上，王建国当选市总工会
第十八届委员会主席。市委副书
记王继东出席闭幕式并在全委会
上作讲话。

王继东强调，市总工会新一
届委员会要倍加珍惜时代提供的
机遇和舞台，倍加珍惜组织的厚
爱和重托，倍加珍惜广大职工群
众的信赖和期望，以更加振奋的
精神、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过硬
的作风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各级
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要牢固
树立政治意识，确保工会事业始
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牢固
树立使命意识，为推动烟台率先
走在前列贡献智慧力量；牢固树
立宗旨意识，在竭诚服务职工群
众中实现价值；牢固树立创新意
识，奋力开创工会各项事业新局
面；牢固树立自律意识，以为民务
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取信职工群
众，团结带领全市广大职工群众
戮力同心、创新创业、奋发有为，
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民政行业

职业技能大比武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张琪)
10月17日至21日，全国第五届民

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三届养
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在烟台举
办。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窦玉
沛出席闭幕式并讲话，市委书记
孟凡利会见与会国家部委和省民
政厅负责同志，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永霞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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