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美英英加加澳澳是是中中国国学学生生主主留留学学国国
据介绍，2014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仍将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主要目的

国，同时，随着欧亚小语种国家招收国际学生政策的进一步放开，法国、德国、西班牙、新

加坡、日本等国家也会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学生的选择。据统计，2014年的中国留学市场仍

将保持15%至20%的增长。下周六举办的留学展上，众多知名留学专家将现场解答申请

新政，敬请关注。

◎ 美国：CA改革

2013年8月起，美国对
其大学本科通用申请(The
Common Application，以下
简称CA)从框架、模式到内
容都进行了重大变革。CA
是美国本土和国际学生一
站式完成大学申请材料(如
个人信息、成绩、推荐信、作
文等)的公用申请平台，任
何希望赴美读大学的学生
都无法回避。改革后的作文
彻底调整了题目，字数也严
格限制在250至650之间，这
对学生的审题、写作能力、
思想表达的成熟度提出了
更高更严的要求。

◎ 英国：经济回暖

随着2014年英国经济
的回暖和就业率的上升，
中国学生毕业后在英国找
工作将有更多机会，再加
上英国院校正在推出一系
列有助于就业的“三明治”
课程，使得优秀的国际学
生 在 英 国 就 业 更 具 竞 争
力。此外，根据英国签证相
关政策，获得英国认证机
构授予的学士及以上学位
的应届毕业生，且雇主有
英国边境管理署认可，年
薪达到2万英镑，就能获得
工作签证。

◎ 加拿大：性价比高

在学费方面，由于人民
币的升值，加拿大的留学费
用已经成为目前性价比最
高的国家之一，加拿大留学
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平均
只需15万元左右，并且还有
继续降低的趋势。

◎ 澳大利亚：利好不断

在上一年度，相当一部
分澳大利亚名校接受中国
学生用高考成绩直接申请
本科，2014年，新的申请热潮
仍将延续，目前澳大利亚八
大名校均已接受中国学生用
高考成绩直申。为吸引海外
留学生，未来可能削减大学
税收，降低留学费用。此外，
澳大利亚政府将为低龄留学
家庭打开方便之门，2014年
小学毕业后即可申请留学
澳洲。

◎ 德国：竞争加剧

去年年底，德意志学术
交流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越来越多的德国高校开始
提供奖学金，成绩优异的学
生如果获得奖学金，将意味
着赴德国留学可能无需支
付任何学费或生活费，就能
完成本科或硕士课程，并获
得全球认可的学历。无疑，

德国高等教育将吸引更多
国际学生，竞争也会加剧。

◎ 西班牙：简化签证

西班牙近期将通过一
系列简化政策，在未来三至
四年内将中国留学生的人
数提高到12000名。为吸引
更多的中国留学生，西班牙
承认中国高考成绩，中国学
生也无需参加西班牙大学
升学考试，并给予中国留学
生更便捷灵活的签证和学
位颁发政策。

◎ 新加坡：鼓励移民

有数据显示，目前在新
加坡的中国留学生约有4万
名，每年的数量不断上升，
而凭借留学及毕业后留新
工作的方式来移民新加坡
的学生比例也正日益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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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

据了解，目前全球专业
的对外汉语教师仅有4万名
左右，相对市场近500万名教
师的需求量，缺口如此庞大，
让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师成为
了各所国际学校争抢的香饽
饽。除了英语系国家外，小语
种国家的汉语教师同样是供
不应求。
汉语将成各国的第二外语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学
习汉语的人数已超过百万，
汉语已成为美国第二大外
语；英国有50%以上的中小
学已开设中文课程，周末汉
语辅导班遍地开花；加拿大
已将汉语作为第三大官方语
言。在对外汉语教师的需求
量严重不足的局面下，中文
外教逐渐开始“走红”世界，
成为华人又一新兴高薪职业。
据调查，在美国，汉语教师的
年收入已突破10万美元；在西

欧，年薪则在8万欧元左右；即
使在国内，对外汉语教师的薪
资也已高达300元/课时。
对外汉语教师需持证上岗

想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
作，须取得国际公认的“IPA
国际注册汉语教师资格证”。
该证书受全球100多个国家
认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
国际权威性，是从事对外汉
语教学的国际“金卡”、走向
世界的环球“通行证”，由国
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
权在全国推行，并实行全国
统考。

据IPA对外汉语教师资
格证济南考务中心介绍，今
年4月份的全国统考正在报
名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士、
在校大二及以上年级学生
(专业不限)、准备出国留学
的高中毕业生或高三在读生
均可报考。

济南考务中心提示，目
前报名工作正在进行，有意
参加考试者，请抓紧时间到
考务中心报名，以便充分备
考。如在备考方面无从下手
或信心不足，可报名参加对
外汉语教师资格证考前培训
班，通过课堂授课、案例教
学、实践演练、经验交流、考
试精讲等多重辅导，有效提
升通过率。

报 考 电 话 ：0 5 3 1 -
58591012,58591013

报考时间：即日起接受
全市报名(周六、日正常上班)

官方网站：sd.ipazz.cn

考务中心地址：济南市
历 下 区
泺 源 大
街 圣 凯
财 富 广
场 3 楼
330

中文外教持续走俏 资格考试4月开考

作为全省高校首家开通综合性服务热线的学
校，为进一步扩大和畅通学生诉求渠道，近日山东
政法学院开通了“9958”爱生服务热线，电话号码为
88599958，面向全体学生24小时开通。

“9958”爱生服务热线有着类似于“12345”政府服
务热线的严密的反馈流程和机制，实行统一受理、
集中梳理、归口管理、依章办理、限期处理，从学生
拨打热线反馈问题到解决问题每一步都在紧张严
密的环节中进行。“9958”爱生服务热线立足于学生
学习和生活，寓教育于服务之中，成为学生及时有
效了解校内信息沟通校园生活的平台，成为学校联
系学生和学生参与校园管理的重要纽带。

山东政法学院

“9958”爱生服务热线开通

由济南加成留学主办的“第二十届美加英澳荷
留学春季展”将于本周六在贵和皇冠假日酒店举行。
本场展会将邀请美加英澳荷等大学的校方代表参
展，面对面为学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学生可在此获得
最新的招生信息；同时，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官员
将现场讲解雅思考试的最新动向并发布最热留学新
政；加成国际英语讲师为学生传授的雅思备考经验，
分享雅思考分突破秘籍；更有加成留学顾问提供专
业咨询，提供“私人定制”版的留学方案。凡持报纸广
告于当天下午14点到贵和皇冠假日酒店6楼参与活
动，即可获得加成留学权威留学指南、美欧英标国际
转换插头、行李箱密码锁，人人有奖。

扫一扫，了解更多出国留学信息。

资讯

英美加澳多国高校

周六来济招生

山东高考直通车 山东国际教育展

微信公众账号 Sdgkztc Sdgjjyz

账号简介

山东高考直通车，由齐
鲁晚报教育编辑室主办，致
力于打造专业的高考资讯服
务平台，与教育从业者，教
师、家长、考生实时互动，提
供最前沿、有用的教育资讯。

将为考生及家长提供最
新报考资讯、高考咨询会、国
际教育展等展会信息。

山东国际教育展由
《齐鲁晚报》主办，为学生
提供留学申请、语言培训、
出国金融、移民规划等咨
询服务，适合不同阶段和
背景学生的咨询指导。自
2007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
办21届，成千上万的学子
通过教育展走出国门，踏
进世界名校大门。

二维码
（扫一扫加关注）

近日，9位省内著名教育专家受山东省教育厅委派，对山东电子
职业技术学院“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建设”整体方案及10个重
点专业建设方案进行论证。

“山东省高等教育名校建设工程”是山东省在地方高校中遴选
一批应用基础型、应用型和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进行重点
建设做出的重大决策，这项工程也被誉为“鲁版211工程”。作为“技能型
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立项建设单位”，电子学院高度重视建设工作，充分
挖掘现有办学优势特别是专业优势，进企业调研，邀专家论证，起草制
定《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建设方案》。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该院全体师生决心用三年时间，将学
院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特色名校，为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信
息产业的发展提供更优质的人才支撑。

电子学院三年时间

建成知名特色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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