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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新闻B04

本报烟台10月15日讯(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山东省教育厅
获悉，日前，国家公务员网站发布
了《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1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2021
年国考公共科目笔试将于2020年
11月29日举行，报考者可在2020
年10月15日8时至10月24日18时
登录考录专题网站，提交报考申
请。

据了解，国考烟台地区共有8
个部门招录，国家税务总局山东
省税务局是招人大户，今年在烟
台招录人数：75人，职位数：35个。

报考者要求具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

文化程度；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
下(1984年10月至2002年10月期
间出生)，2021年应届硕士研究生
和博士研究生(非在职)人员年龄
可放宽到40周岁以下(1979年10
月以后出生)。

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
构除部分特殊职位和专业性较
强的职位外，主要招录具有2年
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市
(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主要招
录高校应届毕业生。市 (地 )级
及以下直属机构 (含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的单位 )设置 1 0%—
1 5%的计划，用于招录服务期
满、考核合格的大学生村官、

“三支一扶”计划、“农村义务教
育 阶 段 学 校 教 师 特 设 岗 位 计
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
军队服役5年 (含 )以上的高校
毕业生退役士兵。地处艰苦边
远地区的县(区)级及以下直属
机构 (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单位 )，按照《关于做好艰苦边
远地区基层公务员考试录用工
作的意见》要求，采取降低学历
要求、放宽专业条件、不限制工
作年限和经历、单独划定笔试
合格分数线等措施，适当降低
进入门槛，推动工作力量向基
层一线和艰苦边远地区倾斜。

各招录机关的招考人数、具
体职位、考试类别、资格条件等
详见《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招考
简章》(以下简称《招考简章》)，
报考者在2020年10月14日后可
以通过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
网站(h t t p : / /bm . s c s . g o v . c n /
kl2021)查阅。

本次考试主要采取网上报名
方式，报考者可在2020年10月15
日8:00至10月24日18:00期间登录
考录专题网站，提交报考申请。报
考者只能选择一个部门(单位)中
的一个职位进行报名，报名与考

试时使用的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
必须一致。

笔试包括公共科目和专业
科目，在考试内容上体现分类分
级原则。公共科目笔试时间为
2020年11月29日。具体安排为：
11月29日9:00—11:00行政职业
能力测验。11月29日14:00—17:
00申论。8个非通用语职位外语
水平测试时间为：2020年11月28
日14:00—16:00。中国银保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职位、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职位，以及公安机
关人民警察职位专业科目笔试
时间为：2 0 2 0年 1 1月 2 8日 1 4 :
00—16:00。

2021年“国考”烟台有“岗”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是招人大户，在烟35个职位招录75人

烟台大学轮毂电机技术获评“全球新能源汽车前沿及创新技术”

本报烟台10月15日讯(记者
李楠楠)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从烟台大学获悉，2020年9月28
日在海南海口召开的“2020世界
新能源汽车大会”上，烟台大学提
报的轮毂电机技术经过前期形式
审查、初评和终评，在全球前沿技
术和创新技术中脱颖而出，获评

“全球新能源汽车前沿及创新技
术”。

据悉，前沿技术是指具有前
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的重大技
术，可成为新能源汽车未来产品
技术更新换代和推动产业发展的

重要基础性技术。创新技术是指，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创造出的一
种新技术，可解决新能源汽车关
键核心领域技术难点、技术瓶颈
的重要应用性技术。据了解，评选
工作于2020年4月份正式启动，共
征集了全球107项前沿技术和创
新技术，最终评选出7项前沿技术
及7项创新技术。

此次大会由中国科协、科学
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主办。

烟台大学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从2014年开始在新能源汽车轮毂

电机领域布局创新团队和技术研
发，先后获得全国创新创业大赛
优秀奖及其他国际、国家、省市比
赛的多项殊荣，并于2019年6月完
成产品样机的试制和测试工作。
研发过程中与吉林大学汽车仿真
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多家企
业联合攻关，克服了多项技术难
点，截至目前相关技术已有六项
发明专利和多项实用新型专利。

烟台大学轮毂电机新技术是
具有扇形模组定子绕组、制动盘
和电机转子一体化设计的新型轴
向磁场电机。应用到乘用车上能

有效降低轮毂电机的簧下质量，
能有效结合液压制动以保证车辆
制动安全性，能避免与现有车辆
底盘悬架零部件的运动干涉。关
键技术涉及扇形模组定子绕组设
计封装技术、制动盘和转子一体
化设计制造技术、电磁和机械耦
合的NVH技术、扇形模组电机的
控制技术。应用该技术可以形成
独立转向的驱制动一体化零部
件，可以形成分布式驱动系统和
混合动力系统。

烟大轮毂电机研发团队带头
人、技术发明人王其光老师受邀

参加大会，并参加了中德新能源
汽车合作发展论坛、新能源汽车
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开放合作、新
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与跨界协同等
重要会议，并与多家知名车企进
行了技术交流和项目合作探讨。
这是烟大首次受邀出席世界新能
源汽车大会，通过会议向国际同
行展示烟大最新研究成果，并同
世界车辆工程研究方面的科学
家、研发工程师进行了面对面的
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为下一步
开展国际国内合作和科研交流奠
定了基础。

烟台两所独立学院转设改名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拟用校名烟台理工学院，济南大学泉城学院拟用校名烟台科技学院

本报烟台10月15日讯(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山东省教育厅
获悉，烟台大学文经学院和济南
大学泉城学院两所独立学院申请
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
高校，转设后拟用校名分别为烟
台理工学院和烟台科技学院。

13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关
于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等4所
独立学院转设事项的公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等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教育部关于
独立学院转设的有关文件精神，
现将我省4所独立学院申请转设
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
事项予以公示。

4所申请转设为独立设置民
办普通本科高校的独立学院为：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烟台大
学文经学院、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和山东科技大学泰山科技学院。
公示时间为：2020年10月13日至
10月19日。

其中，烟台大学文经学院转
设为由祥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举
办的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高
校，拟用校名烟台理工学院；济南
大学泉城学院转设为由山东大众
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举办的独
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拟
用校名烟台科技学院。

据悉，烟台大学文经学院成
立于2003年，位于烟台市莱山区，
为全日制本科层次普通综合类高
校，是国家教育部首批确认的独

立学院。学院以全日制普通本科
为主，面向全国统一招生。设有经
济系、中文与法律系、外国语言文
学系、机电工程系、信息工程系、
食品与生物工程系、建筑工程系、
管理系、会计系、国际教育交流学
院。开设投资学、国际经济与贸
易、法学、汉语言文学、新闻学、英
语等28个本科专业。目前在校生
14000余人。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成立于
2005年，具有颁发国家承认的统

招本、专科学历资格，并具有学士
学位授予权。学校位于烟台蓬莱，
学校规划占地1816亩，校舍面积
20万平方米，图书馆藏书55万册，
现有全日制在校生9500余人，设
有商学院、智能工程学院(原工学
院)、文化与传媒学院、艺术学院4
个二级学院，及马克思主义学院、
公共体育部等2个教学部，开设28
个本科专业，10个专科专业，涵盖
工学、管理学、经济学、理学、文学
和艺术学等6个学科门类。

奖牌“爆”了
10月15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从烟台职业学院获悉，10月10日至
14日，2020年山东省大学生田径锦标
赛暨全国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山东田
径项目测试赛在青岛举行。烟台职业
学院田径代表队参加乙组(高职高专
院校普通学生及本科院校专科学生)
比赛，荣获7项冠军(含两个接力项
目)，3项亚军，6项季军(含两个接力项
目)，共计获13枚金牌、3枚银牌、12枚
铜牌，成绩创历史新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
楠 通讯员 宋海容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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