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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山�开发区��对�人�记��

本报 月 日�记者 �

��通�员 ����

��“����”，����“�

�”��，�����也在��

��起�“�单”，��排��

记，��区���记处一�就

���对�人。�与�年��，

�年“�单”����有���。

记者���，�年�记总人��

��年，工�人员�或��年的

����的��。

日一��，�区���

记处就���首��记�高�，

������起�，�为在��

�当�“�单”。和�����

年， 岁的��生��在���

���底�单，和����士�

记��。为������，�人

���提前������。

“��我的�����”排

�����中，��的��生

�为�����发。���记

者，��以�在“�”���

�，也是����“一�一�”

的����段�年的����

��。

“日子�记，以后���日

的��也���。” 年出生的

��士经人��和���识，�

��年后��在����记�

�。“���布��也会���，

���单����。”��士开

��说。

记者���，一上���

区���记处�����对

������，是����的�

��，�����对���

记。

“�记人��定��日�，

�总����年。”记者从莱山

区���记处获悉， 日�有�

对���记。工�人员�，

年起每年“�”�会��一��

记��的�高�，�或��年的

����，�年“�”����

的�����年。

开发区���记处工�人

员��记者， 日�有 �对�

����记��，���日

�。工�人员分��，�年�“

月 日”“ 月 日”等��日��

记人���，一定程�上分��

“�”的����，也是���

年总体人�有�下�的一个原

�。

山工商招聘

名教�

本报 月 日�记者 �

日，记者从山东工商学院

获悉，学校将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初

级专业技术岗位人员 人，即日起

开始报名。

据悉，应聘者要求研究生学历

博士学位，初级岗位年龄在 周岁

以下 年 月 日以后出生 。符

合岗位需求的应聘人员按要求将

报名材料寄送学校人事处或发电

子邮件。每人限报一个岗位。

邮寄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滨

海中路 号山东工商学院人事处。电子

邮箱： 。

根据省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

有关规定，经批准面向博士的招聘

可采取简化程序，直接面试的方式

进行，面试成绩即为考试总成绩。

面试采取试讲形式，试讲后由考

核专家组当场提问，主要测评应聘人

员的专业知识和教学综合能力等。

“ ”转段考试

�年 月进行

年是我省开展职业院校

与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培养试点的

首批学生转段年份，也就是说，首

批“ ”和“ ”考生将进行转段

考核和考试。“ ”是在高职学校

上 年，考核考试合格后进入对应

本科高校学习 年；“ ”则是在中

职学校上 年，考核考试合格后进

入对应本科高校学习。

中职学生需参加当年春季高考

报名，高职学生需参加当年专升本考

试报名。转段综合测试的专业基础知

识和专业基本技能测试由衔接的本

科高校负责和具体实施。各试点本科

高校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

测试原则上安排在 年 月份，于

月 日前完成阅卷统分，月底前将

考生测试成绩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转段学生文化基础知识合格标准由

省教育厅在 年月公布。

本报记者 �

“��，���口商�的

��，���的，����每

月�我����，��我�

位�人和�工每人送��一

个����，�的����。”

日上�，�口市����院

的 �岁�人�可���地

说。

�口������年以

�，��参加�口����者

组�的�����院的���

���。

本报记者 ���通

�员 �������

报�

��
���

本报 月 日�记者 � 一

开始����面的��，���试的�

���一段��，发��面����。

记者发�，有�����面的市��有

���的经历。���面的���

� ，����高�地区的���，

���，是�有的����的��，��

��的�，对“�高”有一定����。

�日，家�莱山区�家�区的 �岁

的初�生��电�，说�����试的�

����的�面，�������

。初�生是���的，�高���年，�

�一直��在 。

���面前，每���起���会

����，�������，就会�点�

��。后�一位��������的�

面���，初�生����，����

面是��，��是��，能�����

�可能。后���报�上���人�说�

面����，�����有���，初�

生就��一�。

���，�����以后，初�生

的����，也������。初�生

������送����的��。

���也����面，可以直接�

� ��。烟台����的市

�，�要���后，我�可以�邮���

寄�家。���名：烟台市�报商�有限

公��号： 开�行：中�

�行莱山�行东�分�处

为�方�市����面，本报�在

市区�加��处���点，���有��

需求，也可以直接���的���点��。

���：�区工人文化�����

���年生��

��：�区��中路东首 烟台�

�电�报���院��

开发区：���区 ���报

发行��

��：��区��路�一中东���

��上�烟�行

���海�� 号东�����

��������报工��

� �

�����，���送��
�面����高�，���� ���

本报 月 日�记者

� 日，记者从市招考

中�获悉，�年高考周�起开

始报名，�年高考实行分�考

试��，即分为春季高考和�

季高考。高中生可以���报

春��季高考，�加�取�会。

春季高考为�点面向中等

职业学校�业生，��也面向

�通高中�业生的统一招生考

试，由省统一��，统一组�考

试，统一评卷，知识考试和技能

考试���行通知。�季高考

为�点面向�通高中�业生，

��也面向中等职业学校�业

生的统一招生考试。�行��

统一的考试��，统一��，统

一组�考试。春季高考和�季

高考的报名�考试与�取工�

分开进行，��考生���报。

高考报名是每年高考的序

�，报名分为�上�报基本�

���场�格��������

�上��个�段。春季高考和

�季高考考生�上�报基本�

����为 年 月 日�

日�周��周日 。“ ”考生

�报����，�报考“ ”转

段的考生��报“ ”转段和

春季高考的考生�上�报基本

����为 年 月 日。�

季高考考生�场�格����

�����为 年 月 日

�月 日�周��周日 ，�

中，�应��业考生��工�

��为 年 月 日�月

日；春季高考考生�场�格�

��������为 年

月 日�日�周��周日，�

�报“ ”转段考生��报

”转段和春季高考的考生��

��。�上����为 年

月 日�日�周��周日。

需要��的是，报考�年

�的考生应参加�季高考�上

报名�������场����

上��。������场��

�要������份��招生

高校发�的准考���关��

材料。报考�����单�招生

高校的考生按��季高考报名

程序��。单考单招��考生

也要在上�规定���完成�

上报名。

�上报名�址为： ：

。考生可����

地点�在规定���上��

报������本人��。春季

高考和�季高考�报的考生需

分���。

��年年高高考考周周��开开始始报报名名
高中生可�报春��季高考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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