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浩岭湖温泉养生度假中心C

-1~C-3、C-5～C-7号楼各业主：

受山东亨泰绿洲生态旅游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我公司
对烟台市牟平区西郊路789号C-1
~C-3、C-5～C-7号楼的面积进行
测绘，现测绘数据采集、内业计
算、分层分户测绘已基本完成，现
决定于2019年8月17日至2019年8
月26日在牟平区西郊路789号3号
楼一层公示墙进行测绘成果公
示。我公司恳望各位业主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于公示期内认真
核对各房产的现状、位置、边长数
据是否相符，核对无误后请签字
确认；若在公示期内未到现场核
实及签字，我公司将默认该房业
主认同本次测绘数据。对确认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和疑问，请在公
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35-4260901

烟台市中立房产测绘有限公
司牟平分公司

2019年8月16日

公 告
烟台吉山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

保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社保稽核强制执行

催告书(烟社催字 [2019 ]第

066号)，自公告起60日内来

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稽核科领取催告书，逾期视

为送达。

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19年8月19日

联系人：姜宇

联系地址：烟台市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

电话：6632130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催告书

公 告
烟台润博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

保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责令限期缴纳社会

保险费通知书(烟社稽通字

[2019]第25号)，自公告起60

日内来烟台市社会保险服

务中心稽核科领取通知书，

逾期视为送达。

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19年8月19日

联系人：姜宇

联系地址：烟台市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

电话：6632130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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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两两高高校校拟拟实实行行学学分分制制收收费费
分别为烟台大学和山东工商学院，学分学费标准为100元/学分

8月15日山东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官网发布《关于征求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等1 5所高
等学校学分制收费意见的公
告》以及《关于征求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等10所高等学校学
分制收费标准意见的公告》，
为规范高等学校学分收费管
理，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和建
议。其中烟台大学和山东工商
学院两所驻烟高校位列其中。
从公示的收费标准看，烟台大
学和山东工商学院学分学费
标准均为100元/学分。

据了解，学分制是指普通
高等学校以学生取得的学分数
作为衡量和计算学生学习量的

基本单位，以达到基本毕业学
分作为学生毕业主要标准的教
学管理制度。

2013年，山东省印发《山东省
普通高等学校学分制管理规
定》，在具备条件的普通高等学
校中开展学分制管理试点工作。

2017年，山东省教育厅印
发《关于加快推进高等职业院
校学分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全
省高职院校确保到2020年全面
实施学分制管理。

2018年，山东省教育厅等
部门出台《关于深化高等教育
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
推进全面学分制等教学管理制

度改革，扩大学分制收费试点
范围，到2020年，全省本科高校
和部分高职(高专)院校全面实
行学分制。

烟台高校中，鲁东大学
2 0 1 4年作为山东首批实行学
分制改革高校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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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大在官网
上将改革前后情况的不同，比
作“标准桌餐”跟“自助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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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发布《关于山东
艺术学院等1 2所高校学分制
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同意
滨州医学院等1 2所高校的学
分制收费改革方案。滨医2018
年入学新生学费实行学分制
收费，每学分按照95-100元收
费。2017级及以前入校的学生
仍按原办法执行。滨医的学分
学费不分专业，标准为每学分
100元。基本学制为4年的普通
文科类专业155学分，普通理
学、艺术类专业160学分；普通

工学、农学类专业165学分；专
业认证、师范类专业170学分。
基本学制为5年的专业2 0 0学
分；基本学制为3年的专科专
业120学分；辅修第二专业不
低于60学分。

“实行学分制改革后，对学
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影响。”滨
州医学院教务处学籍管理科负
责老师说，“一个是收费变化，一
个是选课更多样，最后一个就是
毕业年限弹性。”一个班上学生
选的课程不同，相应的学费也就
不同。针对家长关心的学费是否
上涨？这位老师说，按照政策要
求，学分制改革后学费在原来基
础上上浮不超过10%。

第第六六届届泰泰山山学学者者口口腔腔医医学学国国际际论论坛坛在在烟烟盛盛大大开开幕幕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盛华育
通讯员 王茜玮) 8月16日
上午，第六届泰山学者口腔
医学国际论坛于烟台国际博
览中心盛大开幕。中国工程
院院士张志愿、中华口腔医
学会名誉会长王兴、中国牙
病防治基金会理事长葛立
宏、泰山学者徐欣、烟台市人
民政府领导等出席开幕式并
发表致辞。

本届论坛由中国牙病防
治基金会、山东省口腔医学
会、山东大学口腔医院、烟台
市口腔医学会及烟台市口腔
医院联合主办，中国国际科
技交流中心承办，近千名口
腔专家学者参加。层次之高、
范围之广、规模之大，达历届
之最。

本次论坛主题为“口腔
功能与美学的多学科综合决
策”，大会同时设立包括中欧
多学科论坛、口腔医学研究
与转化论坛、健康口腔-多模
式口腔疾病防治论坛、现代
口腔医疗机构发展论坛等11
个分会场。

此次大会专家云集，中国
工程院院士以及北京大学、上
海交大、第四军医大等知名院
校教授和奥地利、荷兰等地的

著名口腔医学专家共150余
位，并有国内外知名口腔器材
厂商参展，共同探讨口腔医学
发展的国际化趋势与进展，此
次大会对口腔医学多学科综
合治疗理念交流与推广起到
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会后，泰山学者徐欣教
授接受采访表示，泰山学者
论坛提升了山东省整体医学
水平，起到了开阔视野、增加
国际交流的作用，为全省口
腔同仁共同提高提供了平
台。同时烟台市口腔医院作
为主办方之一，也锻炼了自
己的队伍，把泰山学者论坛
做成一个在国内外颇具影响
力的论坛，随着泰山学者论
坛的发展，有更多的海内外
同仁了解这个平台，了解泰
山学者，更多地参与到其中
来，享受这个平台给大家带
来的收获。

泰山学者论坛不仅培养
了口腔医学人才，也为口腔
跨学科综合化诊疗搭建了国
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推动
了烟台市以及山东省口腔医
学的发展，以此带动了山东
省整个口腔医疗队伍治疗技
术的提高，真正意义上提高
百姓的生活质量，推动“健康
口腔”“健康中国”伟大梦想

的实现。
张志愿院士称，这次泰

山学者论坛能邀请国内外知
名专家和泰山学者共同参与
口腔疾病与预防等问题的探
讨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在烟
台市委市政府、烟台市口腔
医院以及广大口腔同仁们的
帮助下将烟台打造成为口腔
预防的榜样，进而将这种烟
台的口腔预防模式推广到全
国。

烟台市口腔医院院长柳
忠豪表示，通过泰山学者论
坛这个平台可以充分发挥泰
山学者的价值，并以此为契
机吸引更多口腔人才来烟发
展，为口腔跨学科综合化诊
疗搭建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
平台。

随着泰山学者口腔医学
国际论坛影响力提升，越来
越多的学者和同行来烟台参
加论坛，分享更多的新技术
新理念，连续六年举办的“泰
山学者口腔医学国际论坛”，
扩大了烟台市口腔医院在全
国口腔医学界的影响力，提
升了烟台市口腔医学研究和
口腔临床医疗在全省乃至全
国的知名度，也成为展示烟
台城市形象、提升城市软实
力的良好时机。

77路路小小沙沙埠埠线线路路临临时时绕绕行行，，取取消消俩俩站站点点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郝亮亮 李洪
伟) 记者从烟台公交集团获
悉，2019年8月16日起，楚玉路部
分路段进行施工，施工期间12
路、18路临时绕行。

调整后12路由西玉树庄场
站发车，沿原线路行至楚玉路
与北上坊工业园路交叉口右
转，沿北上坊工业园路行至北
上坊工业园路与通利路交叉口
左转，沿通利路行至通利路与
北上坊北街交叉口右转，沿北
上坊北街行至北上坊北街与化
工路交叉口左转，沿化工路行
至化工路与红旗西路交叉口左
转，沿红旗西路恢复原线路。

临时取消：北上坊南站、北
上坊、东南哨、芝水、芝水北站

等5个站点。临时增加：锦绣新
城南站、锦绣新城、锦绣新城北
站(化工路)等3个站点。

18路由南上坊场站发车，
沿原线路行至楚玉路与北上
坊工业园路交叉口右转，沿北
上坊工业园路行至北上坊工
业园路与通利路交叉口左转，
沿通利路行至通利路与北上
坊北街交叉口右转，沿北上坊
北街行至北上坊北街与化工
路交叉口左转，沿化工路恢复
原线路。

临时取消：北上坊南站、北
上坊、东南哨、芝水、龙军中医
院、锦绣新城北站(芝纬北三街)
等6个站点。临时增加：锦绣新
城南站、锦绣新城、锦绣新城北
站(化工路)等3个站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获悉，烟台大学和山东工商学院拟实行学分制收费，学分学
费标准为100元/学分。

芝芝罘罘中中学学东东校校区区御御龙龙山山学学校校揭揭牌牌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李
楠楠) 记者从烟台御龙山学
校获悉，19日上午，烟台芝罘中
学东校区——— 御龙山学校举行
了揭牌仪式。烟台芝罘中学校
长陈颂军，烟台芝罘中学副校
长、御龙山学校校长潘菲共同
为新校区揭牌。

据介绍，烟台御龙山学校
于2018年建校，原隶属烟台一中
管理，是九年一贯制学校。2019
年1月，烟台一中高中部由区属
改为市级统筹管理，御龙山学

校与高中部分离，目前由芝罘
中学(原烟台一中南区)代管。

今后御龙山学校将全面依
托芝罘中学先进的办学理念、优
良的校风学风、过硬的教学质
量、科学的管理模式、高效的教
师团队等优质教育资源，为教师
和学生搭建更为广阔的发展平
台和空间。并以此为契机，广泛
吸收芝罘中学及养正小学两所
名校的教育资源，遵循“高起点、
精品办学”的理念，小班化教学
管理，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出行有变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郝亮亮 李洪
伟) 记者从烟台公交集团获
悉，接相关部门通知，8月19日至
9月2日，小沙埠大街封闭施工，
届时7路小沙埠线路临时绕行。

调整后7路小沙埠区间线
路由小沙埠场站发车，沿通润
路行至通润路与小沙埠大街交

叉口直行，沿通润路行至通润
路与华海路交叉口右转，沿华
海路行至华海路与冰轮路交叉
口右转，沿冰轮路行至冰轮路
与小沙埠大街交叉口掉头恢复
原线路。

临时取消站点：巨力黄金、
中福物资怡和模具(冰轮路路
西)等2个站点。

因因楚楚玉玉路路施施工工，，1122路路、、1188路路公公交交临临时时绕绕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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