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俄选校 专业先行

在今日，给孩子一个成
功的人生规划，只是学生履
历中的闪光点

在明日，这次重要的选
择和经历，一定可以使孩子
身价百万千万

您想了解您的孩子属于
什么性格吗？

您想了解您的孩子适合
选择什么专业吗？

您想了解孩子成功人生
是如何规划出来的吗？

您想了解在国内外最容
易就业的黄金专业吗？

您想了解陈安之老师最
新的成功学经典秘诀吗？

2010 年 11 月 28 日
一个可以改变您的孩子

未来发展的盛会，
一个可以帮助您用最少

的教育投资获得世界级教育
机会的盛会，

会议主讲嘉宾凯蒂老师
的精英教育：

拥有国际教育学硕士、
心理学博士、市场营销学硕
士学位的凯蒂老师，还是亚
洲顶尖演说家教育学成功学
权威陈安之老师的首席弟子
及教育学讲师，同时还是性
格学大师乐嘉先生的学生，
凯蒂老师获得法国巴黎十大
教育学硕士，巴黎八大心里
学博士学位，法国图尔大学
市场营销学硕士的殊荣。凯
蒂老师同时还是法国公立大

学协会联
盟中国山
东代表处
主任，法
国签证培
训中心主
任。凯蒂
老师倾其
所学毫无
保留的帮
助您和您的孩子获得世界级
的教育机会，成为了令人羡
慕的国际名牌大学生。

会议现场推荐赴法国大
学接受免学费教育学生：

会议现场凯蒂老师将代
表法国大学协会联盟行使推
荐学生的特权，推荐前 20 名
优秀学生赴法国接受免学费
的大学教育，同时，法国政府
给学生提供 50% 的政府食宿
补助，学生就读国际名校是超
北大清华的法国巴黎十一大，
巴黎六大，塞尔奇-蓬多瓦兹
等国际名校。前三名优秀学生
还可获得法国艾菲尔奖学金。

诸位家长想要提前了解
该盛会的重要咨询，大家可
以准时收听 FM97 . 5 山东广
播娱乐调频本周五下午 4：00
-4 ：20 埃菲尔留学金桥时
间，届时，凯蒂老师会在直播
间现场解答大家的问题。

请马上行动给我们的孩
子一个接触世界大学的机会：
0531-55500356 0531-86119925

选择适合自己的

学校及专业

据相关数据表明：在俄
罗斯有 80% 以上的中国留学
生就读经济类商科管理专
业，读工程专业的不到 5% ，
读医学专业的不足 3%。大量
经济、商业类专业的学生毕
业后的就业必将面临严峻挑
战。所以，选择学校时不要一
味认为名牌大学就是每个人
最理想的大学，要选择既适
合自己，又符合社会要求的
学校以及专业。

首先要详细查阅俄罗斯
高校资料，了解专业、师资、教
学、学位、学费，以及是否有预
科班等情况，选择 3 至 4 所适
合你的学校。选定学校以后，

就可以去函向这几所院校的
入学管理部门索取学校的基
本材料和申请表格。同时在信
中要简洁地介绍一下自己的
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
期、通讯地址、国籍、教育程
度、经济能力，拟入学情况等。

准备阶段

细节不容忽视

据了解，俄罗斯大学所
要求的材料，基本包括留学
生的简历、学历证明、成绩
单、身体健康的体检证明、6
张 2 寸的近期照片等。学历
证明文件包括成绩单、毕业
文凭，须加盖学校公章或到
公证部门办理公证。每所学
校在细节上会有所不同，具
体的材料准备内容，都在学

校的招生宣传册上，只要根
据学校列出的清单准备就可
以了。此外需要注意的就是
以上所有文件均须用俄文填
写。

留学签证

申请大学之后办理

俄罗斯留学签证申请是
在申请俄罗斯大学之后进
行，留学生在获得俄罗斯大
学的入学通知书后，带上签
证所需要的材料：出国因私
护照原件及复印件；居民身
份证复印件；入境签证邀请
函；大学入学通知书；体检报
告；经济担保；与护照上相同
的照片两张及 4 万元人民币
的保证金到俄罗斯驻华大使
馆申请留学签证。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体
检报告必须是在当地具有检
测检疫权的医院做，并在签
证前 3 个月有效期内取得国
际旅行健康证、国际预防接
种证和艾滋病检测报告。同
时，经济担保就是银行存款
证明书，要证明你在中国银
行存款不少于 6000 美元或 5

万元人民币，存期不限，但建
议最好是 6 个月以上。留学
签证的办理时间大约为 1 到
2 个月，留学生在获得留学
签证后，可凭签证到指定银
行兑换外汇，并购买飞往莫
斯科的机票。

俄罗斯读硕

签证的具体事项

1 . 有效护照及护照主页
复印件

2 . 1 张照片(3 . 5 cm x
4 . 5cm)

3 . 签证申请表(应回答
表内所有的问题)

4 . 俄罗斯移民局签发的
邀请函原件

5 . 俄罗斯邀请学院(大
学)的有效邀请函原件及其
复印件

6 . 申请人与该学院(大
学)的有效合同原件及其复
印件

7. 申请人毕业证书复印件
8 . 证明有足够支付能力

的银行存款证明(如是父母
的账户须提供户口本证明亲
属关系)

无论是正式的演说、演
示文稿、处理问答，或面对
尖锐的质询，卓越的团体沟
通能力都可帮助我们很快
的吸引听众的注意力，提高
可信度，及充分运用音调与
姿势让听众留下深刻的印
象，进而达成演示文稿的目

的。卡内基将于 11 月 20 日
下午 2 点在经七路 28-1 号
20 楼多媒体会议室举行宏
效演讲公益讲座，藉由学员
练习、讲师实时指导、以及
透过录像的个别指导，帮助
学员在两天内大幅提升自
己的演讲能力和说服力。

随着中俄关系不断深入
发展，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
作日益深化。随着中俄“国家
年”活动的举办，两国都努力
从面向未来的高度致力于教
育、文化领域的合作。

据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前
教育参赞陈华生教授介绍：俄
罗斯现有国立高等院校500 多

所，在人文，自然科学，艺术教
育等领域都站在世界的前沿。

本周六(11 月 20 日)上
午，中国驻俄罗斯使馆、驻
日本使馆、驻澳大利亚使馆
三位前教育参赞将莅临济
南山东新闻大厦，为泉城的
学生带来丰富精彩的公益
讲座，欢迎届时参加。

俄罗斯名牌大学林立，教育历史悠久，学科齐
全，教学制度完备，实行“宽进严出”政策。此外，留
学费用较低，莫斯科大学一年的学费是 2400 美元
左右，加上生活费，一年只需要 4 万元人民币，而
其他大学一年所需的费用仅约 2 万-3 万元人民
币。宽进严出、学费低廉，成了留学选择的好去处。

格留学资讯

卡内基举办宏效演讲公益讲座
俄罗斯前教育参赞来济免费讲留学

教育投资与未来就业

如何做到等价百分百(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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