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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专版

日照火车站恭祝全市人民中秋佳节合家欢乐！

让让旅旅客客货货主主满满意意是是我我们们永永远远的的追追求求！！

名称 地址 固定电话

日照云波旅行社有限公司代售点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海曲东路 128号。 0633-8386666

中铁日照市海滨五路 1号代售点 日照市海滨五路 1号格林豪泰酒店一楼超市内 0633-2971966

中铁日升宾馆代售点 日照市日照南路 30号长途汽车站对面日升宾馆一楼大厅0633-3931667

中铁邮政日照市大学城支局代售点日照市学海路 89号大学城邮政支局一楼 0633-8712899

中铁日照市海曲中路 109号代售点日照市海曲中路 109号公交公司对过 0633-3225988

中铁日照市莒县市政公司代售点 莒县文心中路 10号市政公司一楼 0633-6228998

售票业务：售票业务：日照
火车站始发列车车票预售期：电
话、互联网，20天(含当天)8：00起
售；车站窗口、车票代售点，18天
(含当天)8：00起售。

订票电话：95105105

互 联 网 售 票 网 址 ：
www. 12306 .cn

车站除售票厅外，有自动售
票厅可以购买车票

(1)客运服务

(2)货运服务
手续简便：客户可以通过五

种方式向车站提出运输需求：
1、拨打日照货运中心受理电

话：0633-3966165，服务时间：8:00-
20:00；

2、拨打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

心 12306 客服电话，服务时间：全
天 24 小时；

3、在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网站(www.12306 .cn)点击“我要发
货”；

4、到车站货运营业场所直接
办理发货。营业地点：日照市东港
区黄海三路 25 号；

5、由铁路营销人员直接上门

服务，帮助客户办理发货。
公开透明：对大宗货物整列

运输铁路和企业双方签订运输协
议，给予运力保障；其他货运业务
敞开受理，随到随办。

车站将以客户需求为核心，
最大限度配置好运输能力，并实
现运力资源的公开公平配置。

收费规范：车站在货运营业

场所公布铁路货运及相关服务的
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条件，
对所有收费实行“一口报价、一张
货票核收”，做到所有收费严格执
行国家的运价政策，坚持依法合
规、公开透明收费。

热情服务：我们坚持“以服务
为宗旨、待客户如亲人”的理念，
全面落实服务标准，热情待客，首

问负责，主动高效地办理各项业
务。

为满足市场需求，服务港口
经济，截至目前，车站共开行了 40

条到达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等
方向的矿石直达货物班线，4 条到
达东明县、留庄的石油直达货物
班线和 1 条到临沂的煤炭直达货
物班线，加快疏港物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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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火车站车票代售点◆

山山东东外外国国语语职职业业学学院院简简介介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是经

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
部备案的民办普通高等院校。学
院始终坚持依法办学、规范办
学、诚信办学，不断完善办学条
件，提升管理水平，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加强内涵建设，积极服
务社会。经过多年努力，办学条
件日臻完善，办学水平逐步提
高，办学特色日益彰显，办学实
力显著增强。2009 年 12 月，学
院顺利通过教育部组织的高等
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近
三年连续被评为“山东民办高校
公众满意度调查十佳院校”；被
山东省商务厅确定为“山东省重
点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被
山东省教育厅评为“山东省高等
学校教学管理先进集体”；被日
照市确定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研
究基地”；被日照市评为“高校治
安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学院创建于 2005 年，坐落
在日照市大学科技园内，东临碧
海，北倚青山，环境雅致，人文气
息浓郁。图书馆馆藏资源丰富，
外文原版资料种类齐全，数字化
图书馆已成规模；实验实训设施
完善，多功能数字语音实验实训
设备在全省乃至全国居领先水
平。学院董事会热心教育公益事

业，不图回报，本着“质量为本、
发展为本、学生为本”的理念，加
大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办学条
件，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了
坚实保障。

学院秉承“质量立校、特色
发展、鼓励创新、服务地方”的办
学思路，遵循“道德为本、能力至
上、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人才
培养理念，提出了“ 1+4+1”的人
才培养规格要求 (即一身正气，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人文素
质；具备外语听说、中文写作、信
息技术应用、人际沟通四项通用
能力；掌握一项熟练的职业技
能)，确立了“学中用、用中学、精
讲多练、学用结合”的人才培养
模式。

经过探索与实践，学院培养
了一大批具有山外特质的高素
质人才，深受用人单位欢迎。育
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
作为根本任务。坚持围绕“一个
中心”(学风)、搭建“两个平台”(班
级建设和社会实践)、抓好“三支
队伍”(辅导员、兼职班主任、学
生骨干)、拓展“四个渠道”(教书
育人、环境育人、文化育人、实践
育人 )的育人理念，实施成才导
航工程，培养提高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构

建了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多元
化的育人体系，为学生的成人成
才保驾护航。

学 院 大 力 推 进“ 校 园 环
境”、“学生餐厅”、“学生公寓”、

“海报标语”、“学生社团”、“校
园宣传”、“新生入学”、“大型晚
会”八大外语文化阵地建设，开
展“千人晨读”活动，“学外语、
用外语”蔚然成风。先后引进美
国、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西班
牙、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多国
的外教，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等国外知名高校学者担任客
座教授，开阔了国际视野，促进
了文化交流；引入国外优质课
程体系、原版教材，推动外语教
学与国际接轨，提升了办学水
平。现已与国外多所知名高校
结为姊妹学校，开展多种类型
的交流合作项目，多批次国外
留学生来校学习，众多学子走
出国门，留学深造。同时，多措
并举，加强与跨国企业的合作，
拓宽海外就业渠道，搭建海外
就业平台，成功开通海外就业

“直通车”，众多学子已顺利实
现海外高端就业。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将
继续以先进的办学理念为引领，
立足日照，面向山东，辐射全国，
走向世界，用脚踏实地的求实作
风赢得硕果飘香，用放眼世界的
博大胸怀育得桃李芬芳，为社会
培养更多更好的外语水平高、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
职业道德的外向型、应用型高端
技能型专门人才。

外语晨读。 实训基地揭牌。 新春晚会。 校园招聘会。

校园体育场。

车次 发站 发站时间 到站 到站时间

1450/1 日照 13:57 牡丹江 23:59

1452/49 牡丹江 16:47 日照 6:36

K52 日照 17:05 北京 05:20

K51 北京 23:08 日照 11:11

2152/49 日照 19:23 郑州 06:23

2150/1 郑州 21:53 日照 7:32

K8286 日照 8:27 济南 14:55

K8285 济南 9:58 日照 15:58

K2502/3 日照 18:00 上海 11:32

K2504/1 上海 13:22 日照 7:46

K8282 日照 14:50 济南 20:55

K8281 济南 8:11 日照 14:10

院长祝福语。

济南铁路客户服务中心：0531-1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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