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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驻烟烟部部分分高高校校学学费费又又上上涨涨
将按照学分制收费，今年大学新生入学要多掏腰包了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李
楠楠) 近日，全国多所高校传
来涨价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7
日，记者从驻烟高校获悉，今年
部分驻烟高校继续执行学分制
改革，学费均有所上浮，其中烟
大学费从2014年提价后，今年
再次提价，这意味着今年来烟
的新生要多掏腰包。

随着全国高校录取工作临
近结束，寒窗苦读多年的学子
开始了新的人生路程，他们在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总会
收到一份学费收取清单，很多
学子、家长们也许不知道，相比
去年，全国多地公布了高校学
费上涨标准，部分高校专业涨
幅高达50%，上大学需要多花
钱了。

全国高校学费一片看涨，

烟台高校也闻风而动。27日，记
者从烟台大学获悉，除中外合
作办学和校企合作的学费变动
不大外，烟台大学其他专业的
学费均有不同程度上浮。据省
招考院报考指南上的数据显
示，烟大文史类由原来的4000
元上涨到现在的4800元-5200
元不等，理工类由原来的4500
元调整到现在的5400元-5900
元不等，涨幅最高达31%，为驻
烟高校涨幅最高的院校。

这是烟大自2014年学费上
涨以来，再次上调学费。2014
年，烟大文史类每生每学年由
现行3400元调整为4000元。理
工农类中的理学类、工学类、农
学类由现行3600元调整为4500
元，经济学、管理学类由3400元
调整为4500元。医学类由现行

4000元调整为5400元。
今年烟大在本科专业中

(不包含中外合作办学和校企
合作办学专业)实行学分制教
学管理，实行学分制收费，学费
再次上涨。

据了解，山东高校2020年
全部实行学分制收费。高校收
费将改变按照学年固定收取的
模式，而是以学分为计费基础。
与烟台大学同在今年改革之列
的山东工商学院也将按照学分
制收费。学分制改革只针对普
通本科，学校中外办学专业不
受影响。实行学分制改革后，学
费会根据学生所修学分数量有
所变化。山东工商学院2016级
的学生将会按照学分制收费，
但具体的收费标准尚未对外发
布，目前，按照学分制收费的标

准已经报给物价部门，正在等
待进一步的审批。据省招考院
的报考指南上显示，今年山工
商的文史类专业学费多在4400
元以上，理工类多在5200元以
上。

而早在2014年作为山东首
批实行学分制改革的鲁东大
学，在实行学分制后，分为学分
学费和注册学费，其中学分学
费是按照学分来收，而注册学
费则是按年来收。鲁东大学学
费可在价格上有15%的浮动。
据招考院的报考指南上显示，
今年鲁大的文史类专业学费多
在4 4 0 0元以上，理工类多在
5000元以上

鲁大在官网将改革前后
情况的不同，比作“标准桌餐”
跟“自助餐”的区别。以前是根

据专业设置固定课程，就像
“标准桌餐”，客人(学生)一到
就按标准上菜；改革后的学分
制，则像自助餐，客人(学生)到
了之后，自己在餐厅提供的饮
食范围内随意选择。食堂升级
为自助餐厅，饭费上涨好像在
情理之中。

虽然学费上涨，但丝毫没
有消减考生们的报考热情，今
年烟大和鲁大的一本专业全部
录满，烟台大学文科计划招68
人，投档72人，最高分578分，最
低分548分；理科计划招976人，
投档1027人，最高分597分，最
低分548分。鲁东大学文科计划
招544人，投档573人，最高分
566分，最低分537分；理科计划
招315人，投档332人，最高分
592分，最低分548分。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孙
淑玉) 烈烈酷暑，边哈着冰爽
纯正的鲜啤，边观赏劲爆的节
目，这滋味儿，怎一个爽字了
得！本届啤酒节横跨里约奥运
会和七夕佳节，在这里您不仅
可以给奥运健儿加油，还能给
心爱的他(她)献上爱的告白，
机不可失。啤酒节上五大主题
轮番上演，还有特色主题之夜
穿插，还等什么，赶紧来报名参
加吧！

激情七月，怎能没有美酒
与音乐的相伴。啤酒节8月5日
开幕节当天，现场将邀请优秀
模特选手以“维密天使”造型登
台走秀，身材热辣的美女闪亮
登场，引燃全场氛围。火辣的美
女伴着劲爆的音乐，您还能克
制住不跟着自由摇摆？别压抑
自己，跟着音乐和美女舞动起
来吧！

啤酒节期间每晚均有专业
表演者带来精彩音乐演出，设
立音乐主题日，各种主题风格
穿插进行,如经典岁月主题、流
行时尚主题、摇滚之夜主题、狂
欢夜宴主题、炫舞激情主题等，
精彩节目不重复，让您在品尝
美酒的同时,感受不同的视觉
与听觉大餐。

为期17天的活动期间，精
彩不停歇。“经典1903——— 精酿
醇 香 历 久 弥 新 ”“ 青 岛 纯
生 — —— 鲜 活 人 生 ”“ 魅 力 炫

奇——— 微醺闺蜜趴 互粉一辈
子”……每晚都将呈现不同的
主题夜，享受不同的欢聚时刻。

因本届啤酒节举办期间，
里约奥运会同时举行，配合精
彩的舞台节目，还有互动类活
动邀您参与，共同为中国奥运
健儿加油。想为奥运加油，那么
别错过本届啤酒节！

想给爱人一个惊喜，还想
对他（她）进行爱的告白？别忙，
本届啤酒节给您提供机会。啤
酒节期间恰逢七夕佳节，现场
将准备互动节目，为您提供爱
的表白机会，如果您愿意还可
以上台大声喊出您的爱，给心
仪的他(她)一个惊喜。勇敢上
台的情侣还有机会获赠精美礼

品一份。
据了解,啤酒节期间,每天

的文艺演出节目档次都很高,
中外优质摇滚歌手、特技演员、
乐器演奏,杂技团、歌舞团等专
业演出团队将轮番登台上演,
保证节目品质。

目前,各种神曲占据了大
家的耳朵,一拨接一拨,此起彼
伏。无论在大街小巷,还是商场
报摊,都能听到这些熟悉的调
调。各种改编版、山寨版、模仿
版,也是席卷了整个网络,深入
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啤酒
节现场,也将会上演一拨拨的
神曲潮。另外,伴随优美的音乐,
还将有青春靓丽的啤酒女孩现
场展示美酒,进行时尚走秀。

为为奥奥运运加加油油，，还还能能做做爱爱的的告告白白
啤酒节五大主题轮番上演，给您更多美的享受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孙
淑玉) 500ml啤酒你能多快喝
完？你一次最多能喝下多少啤
酒？如果你爱喝酒，却没尝试过
这些事情，那你一定要来8月5
日开幕的烟台第七届青岛啤酒
节。在为期17天的啤酒节中，将
举行各种形式的喝酒比赛，参
与者既能喝到好喝的啤酒，又
有机会争夺“酒王”称号，你不
想试试？

饮酒大赛是啤酒节的保留
节目，这一充满激情的比赛最
能体现啤酒节“开怀畅饮”的主
题。作为每年啤酒节的重头戏，

“酒王争霸赛”总能吸引众多

“吹瓶高手”摩拳擦掌。
在本届啤酒节的17天狂欢

夜中，设有“大海无量”“吹得响
亮”“一气呵成”等不同形式的
拼酒比赛，比速度、比肚量，对
爱喝酒的市民来说，总有一种

形式适合你。在8月5日晚的开
幕式上，主办方还将邀请往届
青岛国际啤酒节饮酒大赛的酒
王到现场表演喝酒绝技，市民
可以一睹酒王风采，也将有机
会上台与酒王同台竞技吧！

本报7月27日讯(见习记
者 焦兰清 ) 连日高温，
高温补贴成为市民关注的
焦点，按照山东省现行规
定，企业在岗职工夏季防暑
降温费标准为：从事室外作
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
月20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
每人每月140元。

根据规定，山东省企业
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全年
按6月、7月、8月、9月4个月
计发，列入企业成本费用。
企业在岗且提供正常劳动
的职工列入发放范围。职工
未正常出勤的，企业可按其
实际出勤天数折算发放。从
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
员每人每月200元，非高温
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40元。
这一标准是在去年8月份新
施行的，之前山东的标准为

室外120元，室内80元。
规定中还提到：高温

天气期间，凡工作场所存
在高温作业和夏季露天作
业的用人单位应根据生产
特点和具体条件，认真落
实国家、省有关规定，制定
和落实夏季工作场所防暑
降温的各项措施，配备必
要的通风或降温设备，提
供必要的个体防护用品和
防暑降温所需的清凉饮料
及保健用品，改善劳动条
件和作业环境，保障劳动
者的身心健康；适当调整
夏季高温作业劳动和休息
制度，尽量避开高温时段
作业，增加休息和减轻劳
动强度，严禁延长高温作
业时间和加班加点，最大
限度地减少职工因高温中
暑造成的职业危害。

高高温温补补贴贴每每人人每每月月220000元元
按按照照四四个个月月计计发发

酒酒王王争争霸霸赛赛，，你你不不来来试试试试？？

去年啤酒节上来了不少颜值高的美女。 (资料图)

“酒王
争 霸 赛 ”
上，选手们
激情畅饮。

(资料片)

中中国国人人寿寿学学平平险险
为为孩孩子子保保驾驾护护航航

随着暑假的到来，孩子
们自由活动的时间增多。每
年这段时间都是意外伤害
及闯祸捣蛋的高发期，家长
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为孩
子购买适合的保险必不可
少。

学生平安保险，简称学
平险，具有保费低、保障高
的特点，涵盖了学生身故、
伤残、意外医疗费用补偿及
疾病类医疗费用补偿等责
任，为学生健康成长提供重
要保障。中国人寿学生平安
保险，一直深受广大学生家
长喜欢，最经典的保障组合
是集意外身故保障、意外伤
残保障、意外医疗保障和疾
病住院医疗保障等责任为
一体的《国寿学生儿童平安
保险》等套餐，其中的疾病
住院医疗与社保医疗无缝
对接。

学生平安保险是必备
保障、基础保障，家长每年
都应该主动为孩子办理。此
外，还可以办理根据假期安
排来选择专项保障：比如旅
游时办理旅游保险、景点旅
游办理景区意外伤害保险、
乘坐交通工具前办理交通
意外伤害保险，参加夏令营
的可以办理短期夏令营保
险。

生活中意外伤害无处
不在，一旦意外来袭，拥有
一份意外险将大大增强应
对能力。意外伤害是否发
生、何时发生，谁也无法预
知预防，特别是孩子，活泼
好动，风险防范意识低。办
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一
方面可以提高孩子的风险
防范意识，另一方面可以
转移风险发生后的经济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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