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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起可申请助学贷款了

本本科科生生最最高高额额度度为为88000000元元
教师资格认定

请到教体局确认
申请者需到

县人民医院新院体检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梁越 )

近日，济南市教育局网站发出
《济南市2015年中小学教师资格
认定工作公告》，其中通过全国中
小学教师资格证笔试、面试的济
阳考生现场确认地点为济阳县教
育体育局，申请者需提前到济阳
县人民医院新院体检。

5日，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证
面试成绩出炉，不少考生在得知
面试通过时欣喜若狂。可随之而
来的是一系列的认定程序，7日-
17日9:00-12:00符合条件的申请
人员要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站
(www . j s z g . e d u . c n )进行网上申
报。

其中，参加全国中小学教师资
格证考试人员点击“全国统考合格
申请人网报入口”进行报名。省考
人员和师范类毕业生点击“未参加
全国统考申请人网报入口”，按照
网站提示进行网上注册和申请。

济阳籍考生需选择济南市教
育局为认定机构，选择本人户籍
或工作单位所在县(市)区为现场
确认点。根据网站提示和说明，如
实填写本人教师资格申请信息，
上传照片，核对无误后提交申请
信息。网报结束后打印《教师资格
认定申请表》2份(A3型纸，双面打
印)。

16日-18日(8:30—11:30，13:
30—16:30)为现场确认时间，济阳
县现场确认地点为济阳县教育体
育局 (济阳县城富强街南正安路
东)，咨询电话为84235009。考生所
需携带材料请登录济南市教育局
网站查看。

此外，济阳县教师资格认定体
检工作安排于7日至14日(周一至
周六上午7：30至10：30)，体检地点
为济阳县人民医院新院查体中心
(新汽车站南邻)，申请者需空腹、携
带身份证，体检表右上角注明申请
教师资格种类。

待网报、体检、现场确认所有
程序完成后，27日济南市教育局网
站将根据全省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安排公告教师资格证领取相关事
宜，希望申请者及时关注。

不少恶习频现网吧

老板劝阻难奏效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梁越)

在本次突击检查中，每到一家网吧
均出现吸烟、大吵、喝酒等恶习。老
板称曾多次劝阻，并未奏效。民警
称由于国家对公共场所吸烟等恶
习没有处罚规定，只能采取劝阻方
式。

6日下午突击检查中，每到一
家网吧，一股呛人的烟味便扑鼻而
来，几个年轻人一边叼着烟一边玩
游戏，旁边的上网者貌似并无任何
反应。“每次来网吧都是这样，早已
对这种环境习惯了。”上网者小刘
说。

在检查的过程中，部分年轻
人有时还伴有大声喧哗。“玩起游
戏来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便
大声喊叫出来。”上网者小张称，
有时几个朋友一起攻破某游戏，
大声喊叫也是沟通的一种方式。

针对以上多种恶习，某网吧老
板称，自己也曾多次进行劝阻，可
并未奏效。“反而遭年轻人辱骂，久
而久之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只
要不出现火灾即可。”民警对此也
深感无奈，由于国家对公共场所吸
烟等恶习没有处罚规定，只能采取
劝阻方式。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梁
越 通讯员 石晓峰 程晓
倩) 暑假来临，为进一步加强
辖区网吧管理力度，禁止未成
年人出入网吧，6日下午3时许，
济阳城区派出所民警对辖区内
10家网吧进行了突击检查，并
处罚1家网吧。

6日下午3时许，记者跟随
济阳城区派出所民警一同检
查，主要针对网吧实名制登记、
视频管理系统是否正常运行、
未成年人上网等违法违规经营
行为进行了重点检查。15时10
分许，在济阳县商业北街某网
吧检查时，民警发现正对门口
有3名学生正在玩游戏，网管却
没有对其进行登记。

经询问，三人年龄分别为
19岁、19岁、17岁，均刚初中毕

业。“我们三人来自稍门，今天
上午来县城买衣服，下午没地
方去，天气又太热，才来到网吧
准备玩一会儿就回家。”学生小
张说。随后，民警对三人进行了
批评教育，并让其离开了网吧。

对于网吧未按规定核对、
登记上网消费者有效身份证件
等违法行为，民警则对负责人
进行了批评教育。根据《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
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给予业主警告并处罚款200元。

据了解，本次检查网吧共
计10家，警告1家网吧，发现安
全隐患3处，处罚1家。同时民
警还向业户宣传安全防范知
识以及禁止未成年人上网等
规定。此外，暑假期间民警将
加大检查力度。

警方暑假突击检查十家网吧

一一网网吧吧收收留留未未成成年年人人被被罚罚220000元元

对于初次申请者，学生需
携带盖章的、学生本人签字按
手印的《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
贷款申请表》(通过学生在线服
务系统导出)1份，学生及其共
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各1份(正反面复印)。

此外，学生还需携带高校
录取通知书(在读学生持学生
证)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学生
及共同借款人户口簿只需出示
原件，不需复印件。首次申请贷

款的学生还需持申请表到村
(居)委会进行资格审查并加盖
公章及填写负责人电话。

再次申请学生贷款者则要
携带学生本人签字(按手印)的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贷款申
请表》1份，学生或共同借款人
身份证原件以及学生证原件、
复印件各1份。续贷者(共同借
款人不变)，可由学生或共同借
款人一方携带相关材料现场办
理。

据了解，2 0 1 5年6月份生
源地助学贷款系统还款功能
优化后，已经实现了随时提出
还款申请，当时即可使用POS

机刷卡还款或支付宝主动还
款功能。

1日至15日提出还款申请
的，利息计算到当月2 0日；1 6

日至月末提出还款申请的，利
息计算到次月20日；10月16日
至11月30日提出还款申请的，
利息计算至12月20日。

学生网上自助还款登录
网址为https://sls.cdb.com.cn，
选择“生源地助学贷款”，选择

“使用身份证登录”，进入跳转
界面后，选择“山东省”、“济南
市”、“济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填写“身份证号”、“密码”。

“若忘记密码可通过自助
找回密码功能，无法自助找回
密码的，可联系济阳县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8 4 2 3 5 0 1 1重置密
码，点击‘登录’。”济阳县教育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成功登录系统后，点击界
面左方“提前还款申请”，点击

“新增”。在弹出的窗口中，点
击“请选择合同”，选择要还款
的某1份合同后，点击“提交”，
完成某1份合同的提前还款申
请。如果是多份合同的提前还
款申请，需要重复操作3 - 4步
骤。

完成某1份或多份贷款合
同“提前还款申请”后，点击界
面右上方“退出系统”，退出系

统。
还款时则由学生或学

生家长用“支付宝”还款功
能 为“ 指 定 支 付 宝 还 款 账
户”还款。

据悉，任一“支付宝”账户
都有助学贷款还款功能，提出
还款申请后，点击支付宝首页

“应用中心”→“还款”→“助学
贷款还款”→“我要还款”→输
入“借款学生支付宝还款账户
名及身份证号”→“查询还贷
信息”。

根据提示可直接还款，
“支付宝余额”或者网银付款
后显示“还款成功”。“当月还
款成功后，下月可登录生源地
助学贷款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查询，导出‘结清凭证’。”相关
负责人说。

此外，系统为借款学生开
立的助学贷款支付宝账户同
时也是新浪网的免费邮箱(网
址：http:// m ail.sina.com.cn),该
邮箱具有接收学生在线服务
系统通知和重置支付宝账户
密码等作用，借款学生一定要
及时登录并更新该邮箱安全
信息，确保个人账户信息安
全。

“还款除使用支付宝外还
可刷卡支付。”相关负责人说，
学生或家长需持身份证和“银
联卡”到资助中心，工作人员
在贷款系统中为学生提出还
款申请后，学生或家长刷“银
联卡”还款。

初次申请者携带证件要记清

据济阳县教育体育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助学贷款主要
针对贫困或离异家庭，无法支
付学生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
贷款额度在1000元-8000元
间(整数)，贷款期限为6年-14
年，且毕业后年限不能超过
1 0年，而全日制研究生申请
贷款额度上限为12000元。

共同借款人原则上为借款

学生父母，无父母、父母丧失劳
动能力或民事行为能力的，可
由其他近亲属作为共同借款
人。“共同借款人户籍需在本
县，年龄在25-60周岁之间。”
该负责人说。

申请办理日期为8月1日—
9月10日，办理地点为济阳县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教育体育局
107房间)

本科生最高可贷款8000元

民警对网吧进行突击检查。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本报记者 梁越

近日，记者从济阳县教
育体育局了解到，济阳县
2015-2016年度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8月1日起开始申
请，截止日期为9月10日，本
科生贷款额度在1000元-
8000元之间，研究生最高可
贷款12000元。

教育局门口已经挂出相
关条幅。

资料片

入学时，学生需携带资助
中心发放的《贷款受理证明》到
高校报到，由学校学生资助管
理部门按照合同回执要求填
写、盖章，并由学校将盖章合同
回执于合同约定的日期前以挂
号邮寄等方式送达济阳县教育
体育局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进行
确认，截止日期为10月10日。

确认成功后，国家开发
银行与学生签订助学贷款合
同时自动生成一个“支付宝”
账户，贷款的发放与本息回
收 均 通 过“ 支 付 宝 ”账 户 完

成。
支付宝账户初始密码为

《贷款受理证明》中随机生成的
特定密码，首次登录支付宝可
进行“实名认证”并修改密码。

“务必牢记修改后的密码并及
时更新在支付宝绑定的手机号
码，也可暂不实名认证。”相关
负责人说，使用中遇到问题可
拨打“支付宝”客服电话95188。

若贷款金额大于学费和住
宿费总和，剩余部分则将存于
个人“支付宝”账户，学生可在
实名认证后进行提现。

贷款剩余部分可提现

相关链接

还款可随时提出申请

还款方式可刷卡或支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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