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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4月12日讯(记者
马辉 于伟 ) 为更好地展

现济宁高新区形象，即日起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济宁高新区别
称、一句话主题宣传语、济宁高
新区吉祥物形象提升方案。

参与者可登陆济宁高新区
网站(http：//www.jnhn.gov.cn)

详细查询。本次征集活动设7万
元奖金。

济宁高新区别称应充分
体现济宁高新区建设国家一
流创新型科技园区定位，以
及历史、人文、地理特点，言

简意赅，体现现代意识、突出
地方特色、适应本地审美习
惯，符合发展方向。应征作品
必须为原创作品，要包含简
要创意说明。

一句话主题宣传语，须紧
扣济宁高新区历史及发展定位
和重要特点，挖掘、提炼济宁高
新区的特色优势，契合当地历
史文脉，并充分反映发展建设
成就。具有通俗性和传播性、唯
一性和原创性，每人应征作品
不超过三条，单个作品字数不
超过14字。

吉祥物设计为两个，一
男一女，名字分别为高大上、
小清新，现需要对现有吉祥
物进行形象提升。吉祥物形
象提升方案要符合国家高新
区气质，体现“高新”“科技”
特性，具有表情、漫画、视频、
工艺品制作等延展性，能在
各种介质上使用推广。

参赛作者需绘制吉祥物的
三视图(含：正面、正侧、背面)，
并为该吉祥物设计三个或三个
以上能表现该形象特色的动
作。

本次活动采用网络征集
方式，作者需完整填写《济宁
高新区别称征集表》、《济宁高
新区一句话主题宣传语征集
表》、《济宁高新区吉祥物形象
提升征集表》，可登陆济宁高
新 区 网 站 ( h t t p ：/ /
www. jnhn .gov .cn )详细查询。
应征作品请于2016年5月15日
前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发 送 至 ：
jngxqxwzx@163 .com，或邮寄
到山东省济宁市海川路8号产
学研基地A 1楼宣传文化处。
联系电话：0537-3236310。

本报济宁4月12日讯 (记者
于伟 通讯员 张在芹 ) 6日，
山东省信息产业职教集团揭牌成
立，这个职教集团成为全省规模
最大职教集团。惠普济宁基地将
联手省内35所高校，在人才的共
同培养、教师的能力提升、专本硕
学历教育贯穿等方面开展更加深
入合作。

当日，来自济宁、德州、滨州、
青岛、济南等省内的30余所高校代
表齐聚济宁，探讨校企合作新模
式。“信息产业职业教育集团，是由
企业主动发起，汇集了政府、行业、
学校等各单位，在人才培养、师资
互聘以及招生就业等方面，都能实
现资源共享。”来自日照职业技术
学院的代表说，通过这种模式，能

有效助推校企合作，学校的学科以
及课程设置，也能根据产业发展需
求来调整设立，提升人才培养水
平，这对职业院校和企业来说都是
好事。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院长孙琪
认为，山东省信息产业职业教育集
团的组建，在政府、行业、企业、事
业、学校等单位之间搭建起全方位
合作平台，多方合作更利于在人才
联合培养、优质资源共享、师资共
培互聘、招生就业联动、探索创新
模式等方面开展工作。

根据山东省信息产业职业教
育集团发展规划，针对山东省信息
产业人才需求，惠普将进行软件开
发、测试、云计算与大数据等方面
的联合专业改革。由惠普的技术专

家牵头、各高校推荐成立个方向的
专业改革专家组，共同实现对人才
培养体系的重塑及提升。专业改革
要实现将企业的实际用人需求引
入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并要实
现产业发展需要和学历教育的人
才培养体系的对接以及人才培养
的结果量化和过程追溯。

“未来几年里，惠普—济宁国
际软件人才及产业基地将充分利
用自身在信息产业方向的技术优
势，重点在技术人才培育、软件开
发与测试、云计算与大数据等方向
发力。”惠普—济宁产业基地副总
经理高攀介绍，依托山东省信息产
业职业教育集团，还将在惠普济宁
基地逐步建立省级、国家级教师培
养基地。

77万万元元征征集集高高新新区区创创意意好好点点子子
应征者可登陆济宁高新区网站，作品截止日期为5月15日

华为济宁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签约

济济宁宁高高新新区区再再添添一一IITT巨巨头头

相关链接

济宁高新区打造

“新硅谷”核心区

2016年，是济宁高新区确立的
信息产业突破年，将抓住全省信息
技术产业基地建设的机遇，落实信
息产业翻番计划，年内再引进2-3家
世界500强IT领军企业，确保产值突
破100亿元，尽快成为“济宁硅谷”核
心区。

目前，济宁高新区拥有各类信
息企业近200家，其中世界500强5

家，具有行业领先地位的6家，规模
以上企业29家，成功吸引了国际软
件巨头美国惠普、甲骨文,全球服务
外包百强、位居全国软件前列的文
思海辉、软通动力集团,台湾联华电
子、晶元光电、元鸿光电、中煤矽晶、
欣兴电子等世界级企业集群式落户
济宁高新区 ,形成了强大的信息产
业汇聚效应。

其中，惠普实训中心、甲骨文
OAEC投入运营，先期具备年培育
5000名高端软件人才能力。云与大
数据中心、软件测试中心、软件孵化
器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成运营，
其中测试中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测
试平台。

惠普大厦、国际产业合作区、创
业加速器孵化器等加快建设。IBM

移动互联联合创新实验室、软通动
力智慧产业联合创新实验室正在加
紧建设。成立了惠普基地信息产业
联盟、产学研联盟。以融合应用推动
传统产业企业智能化 ,辰欣药业新
药研发平台、省煤炭交易中心电子
交易平台、市环保局大气监测治理
平台等已完成“两化融合”方案 ,为
转型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济宁用3至5年时间打造千亿级
信息产业基地，形成全省乃至全国
的“新硅谷”，济宁高新区将发挥科
技新城优势，尽快成为“济宁硅谷”
核心区。

本报记者 于伟

山东省信息产业职业教育集团成立

惠惠普普联联手手3355所所高高校校育育IITT人人才才
惠惠普普、、石石油油大大学学

共共建建IITT研研究究院院
本报济宁4月12日讯 (记

者 于伟 通讯员 张作浩)
7日，惠普软件(济宁)人才

产业基地与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举行签约仪式，联合成立
山东省首家云计算与大数据
智能处理研究院。研究院还将
通过创新型产品、技术和企业
及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促进
济宁当地经济发展。

研究院致力于促进地方
经济的发展和传统技术行业
升级，采取研究院、实体公司、
项目公司三位一体的三级模
式，在新兴产业技术发展和探
索产学研合作机制中发挥引
领、示范、带动、骨干作用。

为引领科技创新技术，以
科技产业提高地区整体竞争
力，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山东省云计算与大数据智能
处理研究院将以发展云计算、
大数据智能处理等战略新兴
产业为发展方向。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与
全球最大的 I T公司惠普牵
手，共同建设致力于云计算与
大数据智能处理的研究院，是
强强联合，同时也开创了惠普
济宁基地与高校合作的先河，
拓宽了惠普济宁基地与高校
合作的业务范围，也为济宁为
山东信息产业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

本报济宁4月12日讯(记者
于伟) 11日，华为济宁云计

算数据中心项目签约仪式在
济南举行，该项目落户济宁高
新区，并把济宁规划为全国性
节点，成为大数据时代山东乃
至淮海区域发展数据经济最
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关键性支
撑项目。

华为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
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在云
计算领域具有领先的技术水
平、全球化的运营能力和世界
级的品牌影响力。华为济宁云
计算中心项目将被纳入华为企
业云全球网络运营管理，成为
华为企业云业务的重要节点、

华为全球的网络节点、资源节
点和产业节点。项目立足本省，
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将成为
大数据时代山东乃至淮海区域
发展数据经济最重要的基础设
施和关键性支撑项目，满足山
东及周边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需求。

济宁市与华为的合作具有
巨大的品牌带动效应、平台放
大效应，将会带动上下游产业
链更多的数据存储、数据处理、
数据备份、软件开发应用和服
务外包等信息类产业进驻。

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引领发展，济宁把信息产业作为
骨干支柱产业大力培育，推动信

息技术与信息产业加快发展，促
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华为云计算
数据中心项目落户济宁高新区，
并把济宁规划为全国性节点，必
将进一步推动济宁市乃至山东
省信息产业的发展，对提升山东
信息产业水平、推进智慧山东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济宁正以建设省信
息技术产业基地为牵动，全力
实施基础设施提升、龙头企业
培育、园区升级、招商引资、服
务平台建设、“互联网+”拓展应
用“六大工程”，加快建设山东
大数据、软件、智慧城市三大产
业基地，打造千亿规模信息产
业新硅谷。

华为济宁云计算数据中心
项目致力于打造智能制造支撑
中心、现代服务业支撑中心、电
子商务服务中心与信息消费中
心。项目成功落户是济宁市信
息产业发展新的里程碑，对于
进一步提升济宁信息产业规模
层次、强化济宁区域信息产业
引领地位、助力济宁乃至山东
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所在地济宁国家高
新区，是济宁集中培育的信息产
业发展核心区，发展环境优越，
服务功能完善，孵化体系完备，
目前已聚集了惠普、甲骨文、
IBM、软通动力、文思海辉等一
大批国际知名IT企业。

济宁市
与华为
举行签
约 仪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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