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齐鲁学堂【课间】2017年6月26日 星期一

编辑：穆静 美编：许雁爽 组版：继红

本报济南6月25日讯(记者
周国芳 实习生 王小涵) 22
日，从山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座谈会获悉，今年我省高校毕
业生数量首次突破60万，达到61 .87
万人。截至6月21日，我省非师范类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84 .51%。

据了解，目前为止，今年非师
范类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比去年同
期增长了2 .23个百分点。高校毕业
生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
向好。预计截至9月1日，高校毕业
生就业率达到85%以上。

从不同学历毕业生就业情况
看，博士研究生就业率为59 . 01%，
比去年同期增长8 .81个百分点；硕
士研究生就业率为73 .72%，比去年
同期增长4 .79个百分点，本科毕业
生就业率为82 .29%，比去年同期增
长1 . 27个百分点；专科(高职)就业
率为89 .67%，比去年同期增长2 .3个
百分点。

今年我省有普通高校毕业
生的学校和研究生培养单位147
所，高校毕业生数量首次突破60

万人大关，达到61 . 87万人。其中，
非师范类高校毕业生人数共计
57 . 15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5 . 62
万人，增长10 . 91%，增量增幅均
创历史新高。

从市场需求看，截止到6月
21日，全省共有1 . 52万家会员单
位发布高校毕业生用人需求，需
求人数总计27 . 62万人，较去年同
期 增 加 0 . 1 4 万人，同比增长
0 . 51%，招聘单位数量较上年同
期 增 加 约 3 0 0 家 ，同 比 增 长
2 . 03%，市场需求保持活跃。

值得注意的是，二胎政策放
开以后，招工单位对于性别的隐
形歧视愈加严重，女生就业率比
男生就业率低10个百分点，这一现
象在参会的高等院校中普遍体
现。除此之外，利用大学时间进行
实习的高校毕业生，毕业后成功
留下的录用率在50%以上。

在参加座谈会的院校中，
2017年济南大学应届毕业生共
计9485人，其中非师范类8203人，
就业 7 3 1 8 人，初次就业率为

91 . 4%，考研率为18 . 61%。山东建
筑大学应届毕业生6582人，其中
研究生475人，本科生5672人，专
科435人，签约率93 . 8%，连续13年
就业率保持在90%以上。山东师
范大学考研率和升学率在40%以
上，另有30%考上事业编。

据了解，当今大学生择业观
出现不自主和慢就业现象，而在
岗位需求方面，小微企业需求旺
盛，传统行业需求锐减。会上，省
人社厅副厅长夏鲁青提出，如今
山东基层缺乏给大学生成长成
才的通道，因此更要全面推进高
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进一步
完善政策体系，引导高校毕业生
到小微企业就业。

截至目前，省人社厅组织省
级高校毕业生就业集中招聘活动
20场，1 . 2万余家省内外用人单位
参会招聘，岗位需求人数共计
79 . 09万人；19 . 77万毕业生入场求
职，入场单位共收取简历23 . 95万
份，用人单位与毕业生达成求职
意向7 .38万人次。

本报济南6月25日讯(记者
陆鹏) “原来担心孩子使

用手机耽误学习，上大学手机
是必需品，领他来买一部。”
2017年高考刚结束，为犒劳
寒窗苦读的学子们，不少家
长开始为孩子添置新装备。

记者走访泉城多家手机
卖场，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
已经成了消费主力军。在选
购手机时，全网通手机正成
为大学生手机消费的首选。

据位于省城西部最大
的手机卖场连城智慧生活
馆负责人介绍，对于“90后”
甚至是“00后”的准大学生
们而言，他们在选购手机时
不但对手机CPU、内存及存
储容量的配置有较高要求，
还喜欢挑选拍照功能强、外
观时尚的全网通手机。

记者就“全网通”这一
手机新概念向通信业内人
士进行了咨询。全网通是国
家工业与信息化部统一制
定的手机终端国家标准，同
时兼容联通、电信、移动三
家运营商2G/3G/4G的手机
语音和上网业务，消费者可
根据资费优惠及服务情况
自由选择运营商。值得注意
的是，目前虽然市场上全网
通手机已经占据通信市场
上的主流，但是仍然存有不
符合国家工信部全网通制
式标准的伪全网通手机。

“ 像 华 为 、O P P O 、

VIVO、小米等都是大学生
喜欢的手机品牌，这些品牌
均有支持双卡双待的全网
通手机。平时学校同学和家
里人联系用一张卡，做兼职
对外联系用另一张卡，选两
个运营商，话费比用一张卡
还省不少。”正在济南泉城
路某大型卖场选购手机的
大学生小杜说，去年高考结
束后，父母给了他一笔“购
机经费”，由于没有购机经
验，一时贪图便宜买了某品
牌的“阉割机”，到校后只能
用指定运营商的卡，手机话
费比其他卡贵很多，其他家
4G卡上网快、价格便宜，却
使用不了，所以小杜不得不
又向父母申请了一大笔“购
机经费”。

为避免再次发生买着
便宜用着贵的事情，小杜特
意让商家在他所购买的全
网通手机发票上写明“不支
持双卡及三家运营商4G网
络全额退款”，以保障自己
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还
了解到，现在国产手机的
品质、配置、价格均可以
与苹果、三星等国外品牌
一争高下。以华为为代表
的诸多品牌国产手机都推
出了多款新品，以绚丽的
色彩、高端的配置、时尚
的外观，迎合准大学生们
的个性化购机需求。

今今年年高高校校毕毕业业生生首首破破6600万万
就业率超84%，女生就业率比男生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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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来齐鲁晚报“红色海岸”夏令营吧

高高考考后后学学生生成成手手机机购购买买主主力力军军
买手机当心选到“伪全网通”

本报济南6月25日讯(记
者 李飞) 为纪念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和全
面抗战爆发80周年，6月22
日，山东传媒职业学院邀请
国家一级作家、政府特殊津
贴享受者、全军艺术委员会
委员王树增少将到校作了
题为“英雄主义永远是民族

精神的主流”的报告会。
王树增少将是著名军

旅作家，代表作有长篇纪
实文 学《 长 征 》《 抗 日 战
争》《解放战争》等。两个
多小时的激情演讲，王树
增用一个个真实、生动、
感人的故事，阐述了英雄
主义的内涵。

纪纪念念建建军军9900周周年年
山山东东传传媒媒职职业业学学院院举举行行报报告告会会

自自己己动动手手做做饭饭。。（（资资料料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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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省高校毕业生情况

新新加加坡坡多多所所国国立立大大学学奖奖学学金金选选拔拔见见面面会会通通知知
校方直招入学考试，济南设考点

7月1日(本周六)上午10：00在山
师附中报告厅(济南市历下区山师
北街3号)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南
洋理工、共和理工、管理大学等校
奖学金项目选拔说明会。本次选拔
主要针对高二及高考学生。分批次
分院校进行选拔。届时新加坡政府
奖学金项目负责人Amy将亲临现
场与学生家长进行面对面沟通，详
细解读相关院校的申请条件、最新
的奖学金政策、报考流程及再深造
等问题，也将邀请来自济南外国语

学校、现就读新加坡管理学院的韩
同学讲述一个中国留学生如何在
新加坡学习和生活。

本次选拔成功的学生不但可
以获得新加坡政府提供的助学金，
同时还可以和新政府签订3年工作
合同，毕业起薪约在1.5万元/月。2016
年新加坡万和留学总部共接受近千
名来自中国大陆区域的留学生申
请，比2015年增长近100%。新加坡也
成为目前国内新的热门留学国家。

新加坡的教育得到新加坡政

府的大力支持，其教育水平和文凭
都被世界各国名校所认可。2017年
度南洋大学更是在QS全球大学排
名中取得了第12名，亚洲第一。良好
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质量下，学费和
生活费用一年总花费只是西方国
家费用的一半。

【官方直招考点唯一联系方
式】新加坡政府奖学金/助学金中国
官方招生考点——— 新加坡万和国
际教育集团，报名电话：0531-
67881628

本报济南6月25日讯(记者
尹明亮) 这个暑假，齐鲁晚报小
记者团倾力打造的“穿越红色海
岸”军旅夏令营正在招募中，我
们将带着小记者们一起前往威
海这个中国最美的海滨小城，一
个在山海之间的军旅夏令营，将
带给孩子们一番不同的感受。

此次夏令营第一期从7月10日
起就要出发了，在5A级景区刘公
岛、黄金海岸那香海、海滨农家太
公缘部落、在“长征路”上的篝火
旁、在威海职业学院的留学生公
寓……在“威海卫”这片位于东海
之滨的“红色海岸”，我们将带着孩
子们完整地感受一次海洋文化。

在夏令营中，我们将带着孩
子通过电影和野外拉练“重走长
征路”，背着枪弹远行、自己点燃
篝火、协力制作晚餐，在真实情境
中体验无畏的长征精神。

在威海职业学院的“民族复
兴教育现场教学基地”，营员们将
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这里的留
学生公寓将给孩子们提供舒适的
居住条件，但严格的内务训练也
将锤炼孩子们的自理自律能力。

此次夏令营中，我们请来了
省内最优秀的培训师，培训孩子
们做一个演讲大师，做一个自信
的自己，发掘孩子们内心深处的
艺术细胞，让每一个孩子都找到
属于自己的一份梦想。

跟着渔民出海打鱼，在海边

捡拾贝壳、海蟹……海边浪花拍
岸，小兵追风戏水，在威海那香海
景区，营员们将全身心拥抱大海。
在太公缘部落，孩子们将感受海
边农家的真实生活，海草房子为
什么千年不烂、大饽饽是怎么制
作的，如何采桑养蚕……对每一
个孩子来说，这些都将是成长过
程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这个暑假，跟着齐鲁晚报去
威海来一次不一样的旅行吧，用7
天的时间，体验一个完全不同的
军旅夏令营。

了解关于夏令营的详细信息
请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报名价格：2680元/人，团报

优惠价格2480元/人(以上价格均
不含税)。

交费方式：1 .提前预约，到大
众传媒大厦齐鲁晚报编辑部现场
交费签订入营协议；2 .通过微信转
账后,预约时间到齐鲁晚报编辑部
另行签订协议；3 .到济南高新区报
名点交费，地点为：高新区汇展国
际花园东北塔一号楼846。

招生对象：7-16岁青少年；报
名咨询电话：1 8 6 6 8 9 7 6 9 1 7，
15562592448，15969678226。

开营时间：7月10日-16日(第
一期)；7月24日-30日(第二期)；8
月7日-13日(第三期)；8月14日-20
日(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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