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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校100%顶尖大学升学率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昨天，烟台耀华国际
教育学校汤老师告诉记者
这样一段佳话，耀华前毕
业学生元偀银同学同时获
得七家世界知名设计学院
的提前录取，包括世界排
名第二的设计学院——— 纽
约帕森设计学院，同时获
得部分院校颁发的奖学
金。她是如何成功的？答案
在于她选择A-level课程。

刚刚过去的2014年，耀华的很多同学被名校
录取，如茹凯迪同学被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英国
大学综合排名第5)、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此校
奖学金)等4所海外名校录取；万家泽同学被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世界大学综合排名第12)、圣路
易斯华盛顿大学等8所海外名校录取；李文鑫同
学被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德雷塞尔大学
(获此校奖学金)、旧金山大学(获此校奖学金)等5

所名校录取；孟翔飞同学被华盛顿大学、雪城大
学等5所名校录取；苟翌文同学被芝加哥艺术学
院、旧金山艺术大学等5所海外名校录取；李茶
姬同学被昆士兰大学、麦考瑞大学等3所名校录
取；初起泷同学被迈阿密大学、代顿大学等3所
名校录取；卢赞民同学、卢秀智同学、裴多颂同
学分别收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世界大学综
合排名第12)、韩国成均馆大学、犹他大学等学校
的录取通知书……他们都是A-Level课程的受
益者。

A-Level全称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
tion Advanced Level，即普通教育高级水平证书
课程，是现代文化、科技、教育、法治和工商的源
头国家—英国的全民课程体系。它于1951年正
式启用，迄今已有50多年不断积累与持续改革
的历史，是大学预科段世界声誉最高的两大课
程体系之一。

目前，世界上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德国、法国在内的16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11000多所大学将A-LEVEL成绩作为入
学标准。中国学生凭借A-Level成绩，可以直接
申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学。如以A-Level成
绩报读美国大学，更可申请学分承认，有机会豁
免最多一年的大学课程。

目前已在美国普渡大学就读的前耀华学生
金善禹说，“在耀华A-level课程的学习非常愉
悦，这里的学生，在风趣幽默、充满探索的课堂
上，对学习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这里的老师，来
自不同的国家，我所接触到的外教和中方老师
都是非常敬业，非常和蔼，非常有爱心的好老
师，在这样的双语环境下，让我的英文和中文都
得到飞速进步。也许是小班授课的原因，每个学
生在老师眼里都受到极大的关注，我们在学习
生活中的每一点困难，都会得到老师最及时的
帮助。”

据了解，为帮助学生构建全面的知识基础，
提供更多的专业选择，学校开设丰富的IGCSE和
A-Level选修科目。如IGCSE阶段开设：中国语
文、英语、数学、综合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经
济学、商务、会计、信息与通讯技术、音乐、艺术
设计；A-Level阶段开设：数学、进阶数学、物理、
化学、生物、经济学、商务、音乐、艺术设计等。

另外，耀华作为英国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
员会直接授权的剑桥国际考试中心，学生可在

学校直接参加考试，答卷及其他考试资料封存
寄回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批阅，由委员会
阅卷后颁发成绩证书。

耀华学校还设有专门的升学辅导办公室，
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海外升学辅导服务，协助他
们订立目标和规划，专业的升学辅导老师指导
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及需要选择和申请
合适的大学及专业。近年来，烟台耀华国际教育
学校一直保持100%海外大学升学率。

“A-Level被国际教育界誉为‘金牌教育体
系’，相比于国内高中，A-Level课程更开放灵
活，易于掌握。”学校老师说，“在这里，原本中等
成绩的学生只要努力就能进世界一流大学，成
绩优秀的学生努力就能上顶尖高校。”

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校2015-2016秋季入学
招生进行中。如果您想让孩子接受“金牌教育”，
迈向世界顶尖名校，烟台耀华将助您和孩子圆
梦。学校联系方式如下，感兴趣的家长可尽快与
老师联系。

请扫码关注耀华教育

咨询电话：0535-6386667/3451

网址：www.ywies-yt.com

地址：烟台开发区天山路9号(南邻开发区二中)

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校
您身边的优质国际幼儿园及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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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源源地地信信用用助助学学贷贷款款2200日日申申报报
至9月10日结束申请，高中国家助学金今年提至2000元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李
楠楠) 13日，烟台高校今年直
招士官计划录取结束。烟台职
业学院此次省内共录取理科考
生60名，最高分546分，高出今
年二本线56分。此次烟台职业
学院直招士官执行专科提前批
录取，毕业后，由所在部队按照
规定权限下达士官命令，执行
现役士官的工资标准，享受现
役士官的相关待遇。

据介绍，定向培养直招士
官，是指依托地方普通高等学
校为部队定向培养技术复杂、
培训周期较长的专业技术士官
人才，毕业后补充到士官岗位
服役。我国直招士官工作从
2003年开始试点，2008年在部
分省正式实施，2012年山东省
首次实施。

根据总参谋部、教育部《关
于做好2015年定向培养直招士
官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今年
全国34所地方高校将面向13个

省市，为海军、空军、二炮、广州
军区、总参和武警部队招收定
向培养直招士官6365人(含女
性55人)。其中烟台高校中，烟
台职业学院首次位列其中，计
划招收100名直招士官(省内计
划60名)，涉及机电一体化技术
和电气自动化技术两个专业，
试点单位为海军，部队训练指
导机构为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7月13日，烟台职业学院
2015年省内直招士官进行了网
上录取。省内按照1:1 . 2的计划
投档，共投出考生72名，最终电
气自动化及机电一体化技术两
个专业按规定各录取考生30

名，共计录取60名。
本次录取的考生类别为理

工类专科提前批，录取的最高
分为546分，高出今年全省理科
二本线490分56分，最低分为
375分。其中400分以上51人，400

分以下9人。
“作为国家骨干高职院校，

同时依据卓越的人文地理环境
及就业优势，烟台职业学院直
招士官生录取分数明显高于省
内同类院校。”烟台职业学院招
生就业处处长刘佳振说，目前，
学院正在按部队对人才培养的
要求，制定专业培养计划、改造
教室及寝室，为直招士官生配
备有从军经历的学管人员等。

据悉，定向培养直招士官
的招生，纳入全国普通高校招
生统一考试实施，执行现行专
科提前批录取政策。“这就意
味着，如果考生报考没有被录
取，不影响他之后的填报志
愿。”刘佳振说，“没有被录取
的考生可以继续填报普通专
科志愿。”

另外，根据总参谋部文件
规定：培养对象因淘汰或录取
不足出现的空缺，每年年底前
可以从同年级本专业符合条件
的在校学生中选拔补充。“这说
明对于因名额、分数等原因定

向培养直招士官生专科提前批
未被录取，广大考生仍可填报
专科批次与士官相同的专业，
将来也有可能进入直招士官班
学习。”刘佳振说。

据悉，定向培养直招士官
学制3年，毕业后取得大专学
历。前2 . 5学年全部课程由高校
负责，招收部队根据需要对接
指导教学；后0 . 5学年为入伍实
习期，经兵役机关身体复检和
政治复审合格后，持介绍信自
行到部队报到，入伍实习期由
部队负责管理，实习完成后由
高校办理毕业手续。

培养对象毕业后，由所在
部队按照规定权限下达士官命
令，时间统一为当年7月1日，其
军衔等级和工资档次，比照同
期入学从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中直接招收的士官确定。下达
士官命令后执行现役士官的工
资标准，享受现役士官的相关
待遇。

554466分分！！烟烟职职的的直直招招士士官官火火了了
录取的专科最高分高出二本线56分

电子合同

不回执确认无法贷款

据介绍，贷款学生成功申请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系统自
动生成《贷款受理证明》(上附验证
码)；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打
印《贷款受理证明》并加盖公章，
交由贷款学生携带至高校报到；
高校学生资助中心根据《贷款受
理证明》，在系统中录入并确认验
证码和欠缴金额；县市区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在系统中进行确认，
电子合同回执单生效。

各高校应于10月10日前为贷
款学生录入并确认验证码和欠缴
金额，截至10月10日未录入电子合
同回执单的学生贷款申请将被谢
绝。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相关新闻

直招士官

基本情况怎么样

我军现役士兵按兵役性质分
为义务兵役制士兵和志愿兵役制
士兵。义务兵役制士兵称为义务
兵，志愿兵役制士兵称为士官。士
官属于士兵军衔序列，但不同于义
务兵役制士兵，是士兵中的骨干。
义务兵实行供给制，发给津贴，士
官实行工资制和定期增资制度。

目前部队面向高校毕业生既
招收士官，也招收义务兵，这是两
个不同兵役性质的士兵系列。直接
从非军事部门招收士官(简称直招
士官)，是指根据《兵役法》《征兵工
作条例》以及有关规定，直接招收
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入伍，作为
志愿兵役制士兵到部队服现役。直
招士官招收对象为全日制大专以
上学历，未婚，所学专业与部队需
求专业相同，招收时间从每年5、6

月份开始，8月份结束。目前，士官
来源的渠道为：以士兵升级为主，
以定向培养为辅，以直招士官为
补。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李楠楠

15日，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今年全市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网上申请
从7月20日开始，至9月10日结束。全市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标准由原来的平均
每生每年1500元提高至2000元。

续贷学生无需再次资格审核
15日，市教育局下发

《关于做好2015至2016学年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申请受理工作的
通知》，今年学生网上申请
时间为 7月 2 0日至 9月 1 0

日，各县市区受理贷款学
生申请时间为8月1日至9

月10日。
贷款申请受理对象

包含在校贷款学生、续贷
学生和高校录取新生；续
贷学生、已通过高中预申
请的首贷学生以及在部
属及外省高校就读的有
贷款需求的烟台市户籍

学生无需再次进行资格
审核，可直接纳入贷款对
象范围。

其中，普通本专科学
生贷款不超过8000元，研
究生不超过12000元。

另外，从市教育局获
悉，自2015年春季学期开
始，全市普通高中国家助
学金标准由原来的平均每
生每年1500元提高至2000

元，所需资金全部由财政
承担。国家助学金标准的
提高将更好地保障普通高
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
完成学业。

资金拨付采用“支付宝”方式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全部实行网
上 申 请 ( h t t p s : / /
sls.cdb.com.cn)，今年系统新
增了“续贷声明”功能，各
高校组织续贷学生填写续
贷申请信息时，一并填写

“续贷声明”，并对相关内
容进行审核，否则无法申
请贷款。

在烟台市高校就读的
外省籍学生申请生源地贷
款的，各高校须按其生源
地的工作要求办理相关手
续。其中，属国家开发银行
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参照

上述办法组织网上申请工
作。各县市区本学年生源
地助学贷款借款合同文本
将采用新文本。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资金拨付采用“支付宝”方
式办理。贷款成功后，学生
可通过在线服务系统关注
支付宝使用办法或通过登
录支付宝网站了解相关操
作。

贷款学生办理贷款过
程中遇相关问题可拨打

“支付宝”客服电话95188、
助学贷款呼叫中心电话
9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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