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工薪薪阶阶层层获获移移民民加加拿拿大大新新途途径径
投资6 . 8万加币，仅需参加定向就业培训便可移民

专刊记者 王伟凯

近日，由烟台兆龙移民推出的“加拿大政府就业培
训与移民项目”因其较低费用和快速移民的方式吸引了
很多市民的眼球，尤其是低至6 . 8万加币的费用，使很多
工薪阶层看到了移民加拿大的绝佳机会。为此，本报记
者进行了采访。

兆龙出国顾问集团烟台
分公司总经理、高级咨询顾
问李玉梅女士介绍说，兆龙
推出的“加拿大政府就业培
训与移民项目”主要是利用
魁北克经验类移民 ( P EQ )和
魁 北 克 技 术 移 民 ( S k i l l e d
Worker )，这两个移民方式将
移民政策与就业挂钩，解决
了新移民就业难问题。但要
使有移民意向的申请者具备
就业技能，唯一有效的方式
是参加由加拿大政府开办的
就业培训课程。该课程更新
快、易掌握、紧密贴合社会需
求。毕业后即获得移民部及
加、美广泛认可的职业培训
证书或文凭(PEQ)，以达到有
关移民政策的要求并获得移
民身份，随即可短期内找到
专业工作。该项目由加拿大
魁 北 克 省 最 大 的 英 语 公 立
教 育 局 在 蒙 特 利 尔 和 中 国
两地进行就业技能培训，帮
助 中 国 公 民 在 很 短 的 时 间
内获得加拿大移民身份。李
玉梅说，申请者可通过三种
方 式 利 用 此 项 目 移 民 加 拿
大。

在加培训参加魁北克

经验类移民

李玉梅介绍说，参加“加拿
大政府就业培训与移民项目”
的申请者，可选择在加拿大魁
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参加魁北克
教育局的就业培训课程，然后
通过魁北克经验类移民政策进
行移民。通过1800小时政府职
业培训课程能拥有高就业率，
而且没有工作门槛，毕业前半
年便可递交移民申请，不需雇
主的信和相关工作经验，在全
部材料递交20天后便获得魁北
克省移民身份。该培训项目，英
文授课，入学无语言成绩要求，
并且学费低廉，专业密切贴近
加拿大本地区就业市场。

在加培训参加魁北克

技术移民

李玉梅介绍，除了通过魁
北克经验类移民，申请者还可
选择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
尔市参加魁北克教育局的六个
月就业培训课程，利用魁北克

技术移民政策进行移民。这种
方法不需要办学生签证，用十
年多次往返旅游签证就可到加
拿大参加合法的六个月政府培
训。通过培训可获得魁北克移
民厅认可的职业教育文凭，并
获技术移民加分12分及魁北克
居住加分5分。这种方式同样无
语言要求，中专及高中以上学
历者可以参加。并且兆龙出国
顾问集团为客户提供移民律师
全程跟踪跟进移民申请，面试
培训等服务。

在国内参加就业培训

课程

李玉梅还给记者介绍了第
三种国内培训获签证的方式，
申请者还可通过在国内参加由
魁北克教育局认证的就业培训
课程，然后利用魁北克技术移

民政策申请移民。申请者可获
得不出国门的全英文留学环
境，与加拿大本土完全一致的
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毕业后
获魁北克移民厅认可的职业教
育文凭，并获技术移民加分12

分以上。无需准备留学签证申
请，无需准备资金证明，更没有
留学签证被拒的压力。

该方式还没有年龄限制，
适合正在工作和创业的人士参
加，不影响现有工作和生意。无
语言要求，中专及高中以上学
历者就可以参加。获中加两国
承认的双文凭，如果因特殊原
因移民被拒，学生将很容易在
中国就业，并负责推荐工作。培
训开设的专业有计算机支持、
焊接装配、零售鲜肉加工、住宅
及商业建筑制图、电信设备安
装和维修、汽车修理、室内装修
设计、护士助理、专业厨师等。

申申请请西西班班牙牙留留学学的的条条件件

近年来随着小语种国家留
学升温，韩国、日本、意大利、法
国、德国、匈牙利、西班牙等国家
成为了留学新宠，但很多学生和
家长却忽视了拥有世界一流教
育水平的俄罗斯。随着中俄两国
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懂俄
语的人才日渐紧缺，并且俄罗斯
低廉的留学费用和深厚的教育
文化底蕴使得俄罗斯逐渐成为
小语种留学的首选国家。

学费低廉

留学性价比高

在俄留学费用低廉，留学
俄罗斯一年的费用5-8万即可，
在同等的教育水平下，留学欧
美一年的费用，可以在俄罗斯
留学三年。而且留俄的专业选
择更多，学校开设各种专业，对
学生来说，专业选择更广泛。学
校录取要求低，相对于欧美国
家的雅思、托福的成绩要求，或
者学生平时成绩的要求来说，
俄罗斯留学对学生要求较低。
虽然录取要求低，但是学历含

金量却很高，俄罗斯的学历在
世界认可，就业机会广阔。留学
俄罗斯，语言为俄语，是较冷门
的语言，但随着近几年大热的
日语、韩语已经人数众多，俄语
很有可能成为近几年大热的语
种。

拥有世界名校

教育水平高

俄罗斯具有世界知名的莫
斯科大学，在俄罗斯排名第一，
欧洲第二，世界第七，是俄罗斯
最大的教学、科研、文化中心。
大学不但是全俄罗斯最大的大
学和学术中心，也是全世界最
大和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在美国国家教育标准局对欧洲
各大学及学院教育品质的评监
中，莫斯科大学均名列前茅；最
近一次的评监更排名欧洲第
二，堪称为第一流的名校。

莫斯科大学是俄罗斯大型
科学中心，学校数学家、物理学
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化学
家的科研成果及其他科学成就

闻名世界。在人文科学、历史研
究和俄罗斯文化方面的成就也
是莫斯科大学引以为豪的一个
重要方面。莫斯科大学至今已
有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俄国有
众多政府要员和高科技领域的
专家毕业于该大学。

莫斯科大学的科学家们在
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
化学以及其他科学领域所取得

的成就举世瞩目。这些成就与
莫斯科大学在科学方面形成的
历史传统紧密相连。莫斯科大
学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流
派，以及与国际教学水平接轨
的现代化的教学方法保证了莫
斯科大学的高质量的教学水
平。莫大以雄厚的师资、完善的
设备、高质量的教学和高水准
的学术享誉世界。

莱山中心小学：

举办读书讲座

近日，莱山中心小学特邀请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和少年科幻作家杨
鹏先生到校，为学生和家长进行读
书讲座。杨鹏先生幽默的话语、与学
生的互动，都为讲座增添了愉快的
氛围。 通讯员 宋丽娜

文化路小学：

举办大队委竞选活动

近日，文化路小学举办了少先
队大队委干部竞选活动，来自3-5年
级的28名队员积极踊跃参加了这次
活动。依据公开、公正、公平、能者居
上的原则，评选出12位同学担任大
队干部。

通讯员 姜小烨

大季家中心小学：

举行校园主持人大赛

近日，烟台开发区大季家中心
小学举行了“首届校园主持人选拔
大赛”，在激烈的角逐后，洪雨晨、汤
易铮、赵敏汝等同学分别获得了大
赛一、二、三等奖，“被授予校园金话
筒主持人聘书”。学校将以本次活动
为契机，为学生搭建发展自我、超越
自我的舞台，更好地提高语言表达
能力和应变能力。

通讯员 宋晓楠

开发区第九小学：

开展班班唱活动

近日，烟台开发区第九小学举
行了“唱响国歌，爱我中华”班班唱活
动，本次活动的开展不仅对全校学生
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提
高了学生的音乐素养，创设了良好的
校园文化艺术氛围。

通讯员 张萌萌

高新区良才小学：

进农博园学知识

近日，烟台高新区良才小学五
年级全体同学到烟台农博园进行参
观实践活动。在参观过程中，同学们
认真聆听讲解，还利用手中的相机
拍摄照片、视频或记录笔记，将参观
过程中学到的知识，见到的新鲜事
物记录下来。此次实践活动，拓展了
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们获得了全
新的体验。 通讯员 苏娜

高新区刘家埠小学

开展校外实践活动

近日，高新区刘家埠小学五年
级学生走进烟台农博园，以感受秋
季瓜果飘香、体会现代农业魅力为
主题，进行校外综合实践活动。通
过此次活动，让每个学生开阔了眼
界，并在每个学生的心中播下了科
技的种子，激发起探索大自然的奥
妙的兴趣。

通讯员 王楠 车秀玲

只楚小学：

举行石榴采摘节

近日，只楚小学举行了“校园采
摘，硕果飘香”的校园采摘节。学生
们自己动手在校园里采摘果实，品
尝自己的劳动所得，体验着收获的
快乐。采摘活动中，学生全程参与其
中，亲自感受劳动的辛苦和收获的
喜悦。 通讯员 姜玮玮

开发区海河幼儿园：

举办教师钢琴弹唱比赛

近日，开发区海河幼儿园为提
高教师艺术领域业务技能，举办了
全体教师钢琴弹唱比赛，通过比赛
有效促进了教师提高业务技能的积
极性和事业心，为幼儿园营造了良
好的艺术教育氛围。

通讯员 朱丽 冯震 郝兆霞

校园播报

小小语语种种留留学学首首选选俄俄罗罗斯斯

西班牙留学作为小语种留
学的热门国家，学生申请时需
要注意以下三个条件，按要求
有计划进行准备。

语言水平

西班牙留学语言是首先要
过的第一关，通常国内的学生
在去西班牙留学之前对于西语
的掌握都为零，但是要顺利通
过使馆签证的要求，是必须要
学习一个500课时的出国班课
程。这个课程是针对学生去西
班牙留学的生活保障而学习

的，课程历时3个半月时间。最
终学完达到日常生活交流水
平，也就是A2 .2水平。

学生在国内学习完基础课
程通过签证顺利到达西班牙之
后，还要在当地学习一个专业西
语课程。这个课程是为了学生从
生活基础用语提升到能听懂大
学授课的水平，也就是B2水平。

学历要求

西班牙留学对于学生的学
历要求，是根据学生所申请的大
学课程而定的。申请读本科要求

学生在国内要有高考成绩，高考
成绩最低要在350分以上。不足
350分、无高考成绩或中专毕业
生，可先通过预科学习后进入大
学学习。申请研究生的课程是要
求本科的在校成绩、学历和学
位。根据不同大学的不同专业具
体要求也不同。详细需从西班牙
各大学招生办问询。

资金证明

西班牙留学不论是读本科
还是读研，资金方面的要求主
要是担保金和银行流水。担保

金是指学生去留学前递交使馆
证明的一个定期存款，通常为15
-20万人民币，这笔钱不用交到
使馆，而是存在直系亲属或本
人名下的账户上的。时间要求
是冻结3个月，也就是定期存款
期限为至少3个月直至学生到
达西班牙之后。银行流水的准
备时间较长，北京领区要求是
连续6个月，上海领区是连续12

个月，就是多存点，然后再取，
如此循环，但是别太有规律了
就好了。当然还要配合个人情
况，不是简单的按照每个月存
一万即可。

莫斯科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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