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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自主创业热潮渐退
缺乏创业资金是主因

本报 7 月 27 日讯(记者 王
琳)27 日，记者采访了解到，虽然

近几年潍坊毕业生逐年增多，但

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的人数却

没有增多，相比之下，选择就业

的毕业生比例却明显提高。而造

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大学

生创业资金不足，此外，良好的

就业形势也从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自主创业的发展。

27 日，记者采访了部分刚从

潍坊高校毕业的大学生，不少毕

业生反映，创业的门槛很高，自

己没有足够资金，一旦创业失

败，缺乏福利保障，所以他们不

敢冒险去创业。

几年前，大学毕业后自主创

业曾被炒得很热，但现在我们更

求稳。”前不久，刚从潍坊交通职

业学院毕业的一位康姓男同学

告诉记者，毕业他也曾和同学考
虑过一起创业，为此还参加了团

委在学校开展的创业讲座，但是

热情归热情，仔细考虑下来，当

初几个跃跃欲试要自主创业的

同学也都选择了先就业，他自己

也应聘到潍坊一家机械型企业

实习。

“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和后

续保障，谁敢轻言创业。”潍坊学

院今年刚毕业的李同学曾经参

加过团市委的青年创业大赛，

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能创办一家自己的培训中心是

她一直的梦想。但是，梦想归

梦想，她的父母却希望她能找
份稳定的工作，不用为了创业

自己为难，不用承担创业失败

的风险。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不少有创业打算的毕业生都面

临同样的难题，前些年，国家

相关部门发布了政策，对大学生

创业采取资金扶持政策，然而

“如何扶持”却一直不明确。

潍坊团市委城市部刘部长

向记者介绍，据不完全统计，

潍坊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创业的

不足总人数的 1% ，比起前些年

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其实很

多大学生对创业都非常感兴

趣。”刘部长说，每年团委都

会在潍坊各大高校举行多场创

业讲座论坛，让创业成功人士
向大学生传授经验，几乎每场

讲座都是“爆满”，但从目前

情况看来却多是“心动不行

动。”

刘部长分析，近些年潍坊

高校的就业率基本都能达到

100%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相

当 一 部 分 学 生 会 选 择 “ 求

稳”。从创业大赛报名情况
看，相当一部分学生都是毕业
工作后一段时间，积累了经验

再创业。

大学生报名参训吃不了苦

训练营一周走了一半人
本报 7 月 27 日讯(记者 马媛

媛)近日，潍坊街头出现不少学生推

销玩具。据了解，这些是参加大学生

暑期训练营的在校大学生，参加训练

营主要锻炼交际能力，27 日，记者采

访了解到，活动才开始一周，已经有

过半的学生因吃不了苦而退出。

近期，细心的市民会发现，在潍

坊街头出现不少手缠蓝色腕带推销

玩具的学生。27 日，在世纪泰华广场

附近，五位学生正在向过往的市民推

销自己的产品。记者了解到，这些“推

销员”是来自潍坊各大高校的学生，

一周前，他们一起参加了一个名为

“实战大学生，销售实战训练营”的活

动，一共训练 25 天。参加之初，共有
50 名学生，目前仅剩 28 位学生。

潍坊医学院大二学生孙亚迪告

诉记者，她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想
通过参加训练营提高自己的语言能

力。但是这样的活动并不像想象的那

般美好，除了遭受路人的拒绝，她还

要忍受酷暑的天气。面对同伴们一个

个离开，这个家住聊城的女孩也有自

己的想法，她说，参加这样的活动，锻

炼的除了语言能力，还有面对挫折的

毅力，她相信自己能够坚持到最后。

销售实战训练营的一位负责人

黄训亮告诉记者，考虑到一些大学生

的需要，他们从 09 年开始举办这样

的活动，大学生在营销过程中退出是
很正常的现象。他介绍说，本次活动

之初，共有 50 名学生参加，但现在已
经有近半学生退出。退出的学生除了

不能忍受酷暑天气外，缺乏与路人交

流的勇气、吃不了苦成为多数学生退

出的理由。

黄训亮说，参加训练营的学生每

天早上 6 点半准时集训，经过几个小

时的体能训练和营销技巧训练后，队

员们便走上街头，开始自己一天的

“工作”。“坚持到最后的队员都是赢

家”，黄训亮说，现在的大学生过于浮

躁，参加一些社会实践对于提高他们

的各种能力都有好处。

潍坊机采血小板供求紧张

600 志愿者成血小板捐献主力

本报 7 月 27 日讯(记者 马媛

媛)据统计，去年一年，潍坊共有 3419

人参与捐献血小板，比前年增长 15%

左右。数字的增长得益于市民对血小

板认识的提高，但相比迅速增长的临

床用量，这个数字还远远不够。27

日，记者采访了解到，市民对机采血

小板普遍认识不够，潍坊机采血小

板供求紧张。目前，潍坊 600 名固

定血小板捐献者成为捐献血小板的

主力。

一段时间内，临床出现对某一
血型需求血小板扎堆现象，致血小

板供求紧张。血站的一位负责人告

诉记者，有时候，仅 A 型血小板，

临床一天就需要 10 多个单位的用

量。目前，血站的 O 型、 AB 型血

小板数量充裕，但 A 型、 B 型血小

板偏型较重。

潍坊市中心血站机采科的一位

负责人告诉记者，潍坊去年有 600

名固定血小板捐献者，这个群体以
高素质人群为主。为了保证急症患

者的临床用血，这些固定献血者中

每年最多的捐献达到 12 次。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捐献机采
血小板，是将自身血液通过血细胞

分离机对血液成分进行分离，收集

适量血小板，将其他的血液成分重

新输入献血者体内。捐献者每次捐
出的血小板，在 48 小时内就可以恢

复到捐献前水平，因此捐献者可以

每月捐献一次。

记者在潍坊市中心血站一份血

小板采集登记本上发现，不少血站

职工的名字被登记在册。据介绍，

去年一年，血站共有 30 余位职工参
与捐献机采血小板。“今年的捐献

者还要多，仅前两个月，就已经有
30 余人捐献了血小板”，机采科的

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血站已经有 81

人做了预约登记，只要医院有急症患

者，他们会随时“待命”。由于捐献血

小板的市民少，遇到临床紧急用血的

情况，如果不能及时预约到志愿者，

血站职工就会走进采血室捐献，不少

医院输血科的工作人员都称血站职

工为“活血库”。

一位多次捐献血小板的职工告

诉记者，不少市民对捐献血小板存在

误区，血站职工首先要做出表率，一
来保证临床用血，二来让更多的市民

了解捐献血小板不但无害健康，还能

刺激血小板的生长，促进新陈代谢的

作用。“我们希望更多的市民参与到

捐献血小板的队伍中”，这位职工告

诉记者。

血站职工在捐献血小板，临床供求紧张时，血站职工成为“活血库”。

城区上半年售房面积降两成

本报 7 月 27 日讯(记

者 郑雷)27 日，记者了

解到，今年 1-6 月份，潍

坊城区销售新建商品房面

积同比下降两成多。虽然

销量降低，但成交金额却

同比增长。业内人士分
析，上半年潍坊房价涨幅
在 15% 左右，估计房价还

要涨。

今年 1-6 月份，潍坊
城 区 销 售 新 建 商 品 房
297 . 3 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 22 . 79% ，其中销售新

建商品住宅 257 . 5 万平方
米，同比下降 12 . 74% 。

业内人士分析，与去

年相比，潍坊城区新建商

品房销售面积明显下降，

一方面，与市民的观望态

度有关，另一方面，开发
商减少外推的楼盘面积，

也是重要原因。

凤凰太阳城营销部经
理赵学文表示，受今年金
融政策不断调整的影响，

潍坊房地产企业不论新建

楼盘建设面积数量，还是
开盘的投放量，降幅都比

较明显。以凤凰太阳城为

例，去年投放的商品房面

积约为 12 万平方米，而今

年开工面积约为 6 万平方
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虽然潍坊市区销售新

建商品房面积虽然明显低

于去年同期，但成交金额

却同比增长。这说明平均
销售价格有较大幅度的提

高。前半年潍坊市区房价

的平均涨幅有多大？潍坊
的几位开发商对于记者的

答复比较一致：每平方米

大约上涨了 500 元，上涨

率为 15% 左右。

绿城、万达、恒大等

地产大鳄进驻潍坊，将会

进一步推动潍坊房地产业
的发展，而潍坊市民对于

楼盘买涨不买跌的心理日

趋明显。在业内人士眼

中，这都预示着潍坊的房
价将进一步上涨。

本报 7 月 27 日讯(记

者 张浩)齐鲁晚报与潍

坊康辉旅行社共同举办的

“ 2011 齐鲁晚报小记者

北京采风夏令营”活动第

三期的报名已经结束。 28

日一早，小记者们将奔赴

北京。在报名中，有家长

表示，明年如果还有这样

的活动的话，会继续给孩

子报名参加。

27 日下午 2 点，第三

期夏令营的小记者们已经
早早来到康辉旅行社的培

训室，来接受导游的指导

和齐鲁晚报记者的授课培

训。不少陪同孩子前来的

家长表示，参加夏令营能

让孩子出门长些见识，锻

炼孩子的自理能力，也能

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家长张金霞拿着齐鲁

晚报的报纸来到康辉旅行

社，说要给孩子报名。在

报名填表的时候，张金霞
还向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咨
询，“这个活动明年还举
行吗？能不能预订啊？”

张女士表示，儿子今

年在育才中学上初中二年

级，平时一家人很少出去

旅游，孩子也没有自己一
个人出过门。这次她从报

纸上看到小记者夏令营的

消息，觉得旅行社和报社

都有专人跟随，感到比较

放心。张女士说，在前两

期报名参加活动的小记者

中，有儿子的同学，他们

在北京的一些见闻，也让

儿子很“心痒”，而家里

也想让儿子出去锻炼一
下。

28 日一早，第三期的

小记者们就奔赴北京。在

北京采风期间，小记者将

参观天安门、故宫、长

城、北海、天坛、颐和

园、奥林匹克公园、首都

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毛

主席纪念堂等著名景点，

领略首都北京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接受红色历史

的熏陶。

此外，本次活动还将

安排小记者前往北大、清

华等名校进行体验，让他

们感受中国高等学府的魅

力，培育自己的学业梦

想。采风活动期间，小记

者们将以各自独特的视

角，记录自己的观察、体

会和心得，精彩文章将在

《齐鲁晚报》上择优发
表，并颁发优秀小记者证

书。

第三期夏令营小记者今赴京

活动受到学生和家长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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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尊一医院采用

介入灌注新疗法配合百草

中药，不开刀专业治疗静

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

静脉血栓、瓣膜功能不全、

雷诺氏症及下肢酸胀、肿
痛、瘙痒、黑变、怕冷、麻
木、抽筋、老烂腿等。

该疗法安全、无痛,能

快速改善血液循环，修复

血管瓣膜及内膜，恢复血
管弹性，标本兼治，从而

达到根治的目的。

提示：1、单纯静脉曲张、

治疗一次即可。2、肿、痛、

痒、凉当日见效。3、溃烂

患者可签约治疗，保证愈

合。4、脉管炎患者采用患

肢加压灌注疗法能快速升

温，止痛，可免截肢之苦。

5、随治随走不影响工作。

专科 专治

电话：

0536-8929961

15963658777
地址：潍坊市北海路与
玉清街交叉口东 1 0 0

米 火车站乘 23、20 路
到尊一医院下车即到。

国家正规医院
节假日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