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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赚点零花钱
到手不足约定一半

“招人的时候说得挺好，一
天工作4小时，日工资40元，没想
到干了两个月店长跑了。”对于
自己的实习经历，上大二的王鑫
很是郁闷。

两个月前，王鑫发现学校里
的营业厅招营业员，当时的店长
告诉她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下午5
点到晚上9点，主要工作是受理
用户各项通讯业务，日工资40
元。王鑫心想，工作比较清闲，也
不耽误白天的学习时间，便欣然
答应“上班”。

两个月后，工作一如往常，
但是店长却找不到了。“店长一
直拖着工资，迟迟不发。后来直
接就联系不上了，电话打不通，
也不来了。”出于无奈，王鑫找
到学校相关负责部门，最终通
过营业厅总公司才拿回400元
的工资。

“本来应该有一千多元的收
入，因为没有任何证明所以只给
了400元，连一半都不到。”对于
这种结果，没有签订任何合同的
王鑫既气愤又无奈。

和王鑫一样，今年大四的小
顾也有过被拖欠工资的遭遇。去
年年初，小顾在一家影像制品与
器材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工作了
半年的小顾发现，公司经常拖欠
实习生的工资不发，并且有时会
要求实习生无偿加班。

在调查中发现，像王鑫和小
顾这样的“学生工”不在少数，绝
大部分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
都由于工作时间短、涉及资金
少、怕惹麻烦等原因最终选择了

沉默，自认倒霉。

实习也有任务考核
拉10万存款奖500元

“马上就毕业了，想先找个
实习，以便以后找工作有‘资
本’。”今年年初，省内一所高校
的应届毕业生晓雯通过校招来
到了一家村镇银行实习。通过面
试之后，晓雯主要负责临柜业
务，每天的工作内容为办理存取
款、计息业务以及当日账务的核
对、结账等杂务。除此之外，晓雯

每月还有一定的任务量，需要为
银行拉存款。

为了完成任务量，晓雯只能
“挨家挨户”地拜访客户。“每天
天亮出去，天黑回来。”一段时间
后，晓雯为银行拉来了10万元的
存款。为了奖励她，单位给晓雯
发了500元，这也是她收到的第
一笔奖金。

就这样，每天工作10小时、
每周工作六天的情况持续了四
个月。“这个工作单位挺好的，而
且比较有发展前途，即使不给钱
也有的是人想来。”每月500元的

生活补助，对晓雯来说连每月生
活费都不够。

别看工作强度大、收入低，
晓雯获得这个实习岗位也是过
关斩将。“要先通过银行面试，经
过学校培训合格后才能获得实
习机会。”据了解，不少实习单位
尤其是一些好单位的实习机会

“一席难求”，甚至一个无薪资的
实习职位，也要通过笔试、专业
测试、面试等多个环节。记者注
意到，国内一家知名影视企业的
实习生招聘中，列了很长的条
件，其中第一条是非985、211学校
学生不要。

实习生频繁跳槽
用人单位难收回成本

“现在的实习生无法独立完
成工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入
职培训，公司要付出大量的人力
成本和财力成本。因此，我们给
的实习生工资没有正式职工
高。”针对实习生的薪资待遇问
题，济南一家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招聘的刘女士认为。

同时，实习生频繁跳槽、工
作时间不固定也是不少单位担
忧的问题。“有的实习生来了没
有两个星期就突然不来了，还有
的学生因为学校里的课程经常
请假，这些情况也是发生过的。”
刘女士说。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出现了
专门发布实习信息的网站，供企
业寻找合适的实习生。登录这类
的网站发现，实习岗位需求比较
多的是销售、财务和辅导老师类
的工作，实习报酬一般在每天最
低50元、最高150元左右。对于实
习时间，实习公司给出了“硬杠
杠”，一般要求每周实习4天至5
天，还有的实习公司要求每周实
习6天。

专家：签订实习协议
约定实习时间和补贴

“很多兼职实习的大学生都
有过被拖欠、克扣工资，任意延
长工作时间等遭遇。由于相关法
律的空白和维权意识的欠缺，很
多侵权事件最终都不了了之。”
济南市劳动监察部门相关负责
人介绍。

为保护实习生权益，去年4
月，教育部印发了《职业学校学
生实习管理规定》，要求实习单
位参考本单位相同岗位报酬标
准和顶岗实习学生的工作量、工
作强度、工作时间等因素，合理
确定顶岗实习报酬，原则上不低
于本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
标准的80%，并按照实习协议约
定，以货币形式及时、足额支付。

据上述相关负责人介绍，实
习生是指在校学生到企业教学
实习和顶岗实习，属于非正式雇
用的劳工。这种实习不是劳动者
的就业，应该属于劳务关系。目
前接到的侵权案例中，实习生遭
遇意外伤害事故的案例较多，实
习生虽然不受劳动法等调整劳
动关系的法律法规的直接保护，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规定的劳
动最低标准和条件等可以不遵
守，发生伤害事故，应走人身损
害赔偿程序。

针对实习中的权益保护，上
述相关负责人建议，实习生不论
实习期长短，都要和用人单位签
订正式的实习协议，约定实习时
间和实习补贴，并要求用人单位
购买人身意外保险，使自己的权
利更有保障。选择正确的实习渠
道也非常重要，由于校招企业都
是先与学校签订协议，出现意外
学校会出面联系解决。因此，正确
的兼职渠道是维权的基础。

本本想想实实习习长长见见识识，，却却成成““廉廉价价打打杂杂的的””
专家：通过正规渠道实习、兼职，签订实习协议

山山东东师师范范大大学学中中美美合合作作国国际际MMBBAA项项目目

2001年由原国家经贸委与
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合作设
立，专门为培养中央企业中高
层管理人员和省市政府官员设
置，参与单位包括原国家经贸
委、国务院国资委，山东省、江
苏省、四川省、深圳市和厦门市
政府，中石油、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招商集团、五矿集团、宝钢
集团、三一重工等特大型企业，
目前已经有1000多人毕业。

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管理
学院是美国中西部大学中最早
获得AACSB认证的商学院之一，
其授予的MBA和会计硕士等学
位均获得AACSB认证。AACSB是
世界公认的商学院最权威的评

定机构，美国1600多所商学院中,
仅有约170家获得AACSB的MBA
和会计硕士双认证，其中包括哈
佛、斯坦福等名校。

2013年山东师范大学与美国
密苏里州立大学签约联合培养
赴美工商管理硕士项目(MBA)，
面向应届和往届本科毕业生，目
前已招收三届学生。2014级、2015
级学生已经学成归国，2016级同
学正在美学习。项目由山东师范
大学商学院承办。

该项目申请无需托福或雅
思成绩，只要通过山东师范大学
组织的BFT考试即可，9-12月份
在山师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英语
和专业课程强化，次年1月初出

国，在美学习一年，成绩合格者，
将获得中国教育部认证的密苏
里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身份。

项目采用美国大学商学院
的核心课程，采用美国大学同期
MBA学位课程的教学计划、教学
方法、教材及教学管理模式。课余
开展企业参观、企业家讲座、教授
联谊等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2017年网络报名进行中。联
系方式 联系人：山东师范大学
商学院 电话：0531-86182779
86182769 网上搜索：登录山东师
范大学商学院网站/首页点击右
下方“国际合作MBA项目” 邮
箱：ibsmba@sdnu.edu.cn

五一刚过，劳动者权益保障成为关注的话题。而谈及劳动者，
往往有一个被忽视的群体：实习生。“店长一直拖欠工资迟迟不发，
两个月后再联系他就找不到了，工资也没结。”说起自己的实习经
历，在省城一高校读大二的王鑫(化名)有点郁闷。

即将进入暑假，和王鑫一样，有些大学生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进
行兼职，也有些为了提高自己的求职竞争力选择去企业实习。从调
查情况来看，“学生工”实习往往成了免费或廉价打杂的，如何维护

“学生工”的劳动权益显得尤为重要。专家表示，实习生不论实习期
长短，都要和用人单位签订正式的实习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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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大大国国防防生生集集训训练练兵兵
进行列队训练、体能训练、理论学习

本报5月7日讯（通讯员
侯云杰）近日，为响应改革强军、
实战练兵的号召，为毕业任职打
下基础，聊城大学2017届毕业国
防生来到山东省某国防培训基
地，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封闭集
训。

“队列训练、体能训练、理论
学习是本次集训的三项主要科

目。”据区队长秦晓峰介绍。他还
介绍说，针对国防生的自身特
点，体能训练是此次集训的重中
之重，国防生毕业之后去往部队
首先要展示的就是体能素质。

“如果国防生毕业之后的体能素
质突出，会更加容易得到部队官
兵的认可，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大学四年匆匆而过，还有

三个月我们就要离开学校去往
部队，心里除了有对学校生活的
恋恋不舍，更多的是即将奔赴工
作岗位的激动与兴奋。”国防生
董兴宇表示。此次集训是国防生
们的一次特殊“毕业旅行”，我们
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艰苦训
练，砥砺前行，为全面融入部队
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小小记记者者最最后后一一名名也也得得了了奖奖牌牌
参加彩虹跑，做一家快乐的“小丑”

本报济南5月7日讯(记者
尹明亮)令枪响起，小记者

们在一阵五颜六色的彩虹粉
中跑上了赛道。6日上午，在
齐鲁晚报地标马拉松·长清
湖站，一场彩虹跑，让齐鲁晚
报的小记者和家长们一起度
过了一个欢乐的周末。

“全程基本都是走下来
的，但孩子特别享受这个参
与的过程，一家人一起参加
活动也一起感受着活动带来
的快乐。”苏先生是小记者苏
明泽的爸爸，在彩虹粉的抛
撒中，一家人的脸变得像小
丑一般，但一上午的活动，一
家人都乐在其中。

在彩虹跑的现场，苏明
泽和同是小记者的刘力铭
是最快乐的一对小伙伴，头
戴彩虹假发，手拿彩色粉
末，粉末撒向同伴，在五颜
六色的彩虹粉中，享受着嬉
戏的快乐。与家人结伴在跑
道中一路过关，每赢得一个
小手环，小记者们就流露出
一丝成就感。“顺利完成比
赛才有机会参加最后的抽
奖。”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
时间才完成比赛，但苏明泽
和小伙伴刘力铭都乐在其

中，“其实成绩没关系，能顺
利完赛已经不容易了。”最
后抽奖，带着抽来的一个小
公仔，苏明泽也完成了他的
比赛。

在济南园博园的赛道
上，一路玩闹，一路欣赏着
晚春的绿意，小记者陈旻成
和爸爸也在进行着他们的
比赛。手拿一包彩虹粉，陈
旻成却不舍得抛撒，“参与
运动最重要，虽说没跑多少
路，但大人孩子玩得都挺开
心。”陈先生说。

“虽然是最后一名，没
想到也能领到一块奖牌。”
当多数参赛者都已经在终
点玩起游戏时，小记者曹子
桐在爸爸的陪同下，慢慢悠
悠地在赛道上穿梭着。满身
彩虹粉，父女两个在相互鼓
励中还是落在了队伍的最
后边，“感谢沿途各个站点
的志愿者，在我们经过之后
才撤走。”赶着大巴车返程
的点，父女两个终于到了终
点，每人领到一块奖牌，脸
上依然挂着满意的笑容，

“贵在参与，虽然没有尽早
完赛，但对孩子来说，能完
赛就是最大的奖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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