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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省省启启动动第第4455届届技技能能世世赛赛选选拔拔
作为山东省选拔赛组委会成员，本报将跟踪报道比赛全程

本报济南 1月2 1日讯（记
者 尹明亮） 大学毕业生
都去哪儿了？最近，随着《山
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
度报告（2017年）》的发布，各
个高校也相继发布自己的毕
业生就业报告，记者注意到，
同全省专科生95 . 74%的就业
率相比，位于省会济南的山
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就业
率高达98 . 90%，比全省平均
水平高出不少，全校3 0个专

业居然有18个专业的就业率
达到了100%。

记者注意到，根据山东
城 市 建 设 职 业 学 院 发 布 的
2017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分析
报告，2017年全校有3642名
毕业生，到 2 0 1 7年底，共有
3602人实现就业，总体就业
率为98 . 90%。在这个办学规
模并不算很大的专业院校，
30个专业中有城市管理与监
察、城市燃气工程技术等1 1

个专业都是全省独有专业，
这些独有专业就业率也都不
低。

按学校的六个专业大类
来看，全部专业大类就业率
都达到98%以上，其中，电子
信息、材料与能源、艺术设计
传媒、资源开发与测绘四个
大类就业率均达100%。从全
校3 0个专业的角度看，截至
报告期，有2 5个专业就业率
达98%以上，其中，展览展示

艺术设计、工程测量技术、建
筑新能源工程技术、物业管
理等 1 8 个专业就业率均达
100%。

就业率不算低，那么，在
这个以土建类专业为特色的
专科院校，毕业生都干啥去
了？根据统计，大多数毕业生
的就业还是和所学专业有关
系，有40 . 82%的毕业生都流
向了建筑业。另外，卫生、社
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以及

房地产业都是毕业生流向较
多的行业，比例都在 1 3%以
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
是，虽然是一个以工科类为
主的学校，但女生的就业率
居然比男生还高，全校男生
就业率为98 . 82%，女生就业
率则高达99 . 07%。毕业生去
哪儿工作了？根据统计，全校
去年3600多名毕业生，九成
多都在省内就业，其中超过
半数学生都留在了济南。

本报济南1月21日讯（记者
周国芳 通讯员 张民）

还记得摘得山东世赛首金的袁
强吗？如果你想像他那样为国
争光的话，那么机会来了。日
前，省人社厅等九部门印发了

《关于举办第45届世界技能大
赛山东省选拔赛的通知》，我省
正式启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
的省赛选拔。值得注意的是，齐
鲁晚报成为本次山东省选拔赛
组委会成员，将全程跟踪报道
比赛，展现山东技能健儿的风
采。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
2019年在俄罗斯喀山举办。据
了解，本次全省选拔赛共设有
工业控制、烹饪（西餐）、车身修

理、电气装置等51个项目，将于
今年3月30日前完成各项目省
级选拔赛。

通知明确，参赛选手应为
我省的企业职工、各类院校（含
本科高校、技师学院、技工学
校、高职院校、中职学校和民办
职业培训学校）教职工和学生。

“这次全省选拔赛除了参
赛项目全之外，还有一大亮点，
今年我们秉承‘开放办赛、开门
办赛’的原则。”省人社厅职建
处调研员张民介绍，无论是技
工院校、本科院校、高职院校还
是企业，凡是符合报名条件的
选手都可以自由报名参加，都
有机会为山东参加世赛作出贡
献。

按照安排，各市人社局应
于今年2月1日17时前，以市为
单位统一向全省选拔赛组委会
办公室提交参加省级选拔赛相
关报名材料。其中，第44届世界
技能大赛入围国家集训队且符
合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报名条
件的选手，可直接参加相应项
目的省集训队。

各省级选拔赛竞赛项目按
照一定比例选拔3到5名选手进
入山东省集训队。经过省级集
训队考核选拔后，由全省选拔
赛组委会根据国家分配的名
额，综合确定参加第45届世界
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选手。

张民介绍，今年首邀主流
新闻媒体加入世赛组委会。同

时，本次九部门联合发文，这在
全国来看也是最多的，目的是
推进世赛的普及化，也为助推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更有力
的技能人才支撑。

去年，省政府重奖世界技
能大赛获奖人员，对工业控制
项目金牌获得者袁强记个人一
等功，颁发奖金50万元。对于山
东省选拔赛的选手，通知也明
确了奖励政策。其中，获得省级
选拔赛各项目第一名的选手，
推荐申报“山东省富民兴鲁劳
动奖章”（职工选手）、“山东省
技术能手”和“山东省青年岗位
能手”（职工选手）称号；是女职
工的，同时推荐申报“山东省巾
帼建功标兵”称号。

除上述选手外，经全省选
拔赛推荐，参加第45届世界技
能大赛全国选拔赛并入选国家
集训队的选手可享受上述获奖
待遇。

同时，省级选拔赛设一、
二、三等奖和优胜奖，按参赛人
数或组数确定。获得省级选拔
赛一等奖选手，且竞赛项目在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的，由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颁发技师

（二级）职业资格证书，已具有技
师职业资格的晋升高级技师（一
级）职业资格；获得二、三等奖的
选手，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颁发高级工（三级）职业资格
证书，已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
的晋升技师（二级）职业资格。

本报济南1月21日讯（记者
李飞 通讯员 靳鑫） 1月

19日，济南市槐荫区50所小学
进行一年级期末考试，与之前
不一样的是，学生考试不再只
是坐在教室里做试卷，而是把
日常知识融入到一个个关卡
中，学生们以快乐的心情参加
智慧游戏闯关。据了解，槐荫区
全区小学一年级统一开展“乐
考”，此项教育改革在济南市尚
属首次。

19日上午，济南西城实验
初级中学小学部一年级的学生
们在学校体育馆内迎来了人生
中首次期末考试。让人眼前一
亮的是，作为以往期末考试标
配的试卷消失了，试题变成了

一个个闯关的关卡，试卷变成
了一张评星的手册。

“我们以十二生肖为主题，
分为12关，孩子们每过一关，老
师就在手册上评星，不再像过
去一样打出分数。”学校校区主
管丁娟告诉记者，闯关融入了
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体育等
学科知识，看起来学生们在玩，
实际上已经考查了学生对于知
识的掌握。

在槐荫区恒新小学，闯关
活动共分为五大板块九个关
卡，其中的“欢乐购物”模块尤
为亮眼。学生持闯关卡和一学
期以来从各学科作业完成、各
种评比、竞赛，以及良好的学
习、行为习惯中得到的购物券，

进入学校超市购物。超市里的
物品有好多是学校特制的，让
学生懂得有些东西是用金钱买
不到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
得的一分荣誉，从而进行正确
价值观的引导。

“这样的期末考试太好玩
了，就像做游戏一样，只要充分
准备，考试很轻松。”槐荫实验
小学一年级学生李木子说。

对于学校一年级期末综合
评价形式的改革，槐荫区小学
教研室主任房彩霞告诉记者，
学校根据自己的特色进行自主
命题，以基础知识不能松、能力
素养不能丢为评价原则，不仅
考查课本上的知识，更注重学
生能力与素养的评价。

本报济南1月21日讯（见习
记者 潘世金） 关注无障碍
设施、走近残疾人并体会他们
的生活……21日上午10时，在
济南泉城广场，山东省实验中
学7名高一学生组织“轮椅一日
游”活动。

活动进行了半个小时，三
名轮椅体验者只走了300米。

“不仅胳膊酸，手磨得很疼，袖
子也蹭黑了。”学生江枫说，通
过这次活动，他们亲身体会到
残疾人的不易。

“我们将把城市中的无障
碍设施记录下来，将这些数据
纳入到高德地图并录制宣讲视

频，让更多人加入我们的队
伍。”学生刘嘉润说，希望未来
城市能出现更多无障碍设施，
方便残疾人生活，也希望残疾
人群体能得到关注，让他们的
出行道路多一些温暖。

据介绍，这几名学生从去
年11月开始进行无障碍设施的
研究并成立Believers小组，共
有江枫、魏宸豪、刘嘉润、朱梓
墨、陈佳桐、胡明玥、潘玥和
Carolyn八名成员。

江枫表示，这项研究会一
直持续下去，后期将建立关爱
残疾人志愿者团队，让更多的
人主动帮助残疾人。

本报济南1月21日讯（通讯
员 宋波龙） 经过两年多的
建设，国内首个学前教育博物
馆暨虚拟仿真综合实验室在山
东英才学院建成并投入使用，
该博物馆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
学前教育博物馆，这是继2015
年山东英才学院学前教育国家
级实验教学中心建成后，在该
领域的又一重要成果。

该博物馆于2017年12月8
日由国家应用技术大学（学院）
联盟孟庆国理事长和山东省教
育厅领导给予揭牌。经过一个
多月试运行后于2018年1月20

日正式运行。
该博物馆集展示学前教育

发展轨迹、部分藏品和开展虚拟
仿真实验于一体，是学前教育专
业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
依托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
互、数据库和网络通讯等现代先
进技术，再现了古今中外学前教
育发展的绚丽画卷。同时，作为
虚拟仿真综合实验室，设计开发
了7个真实实验不具备或难以完
成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申
请相关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9
项，构建了高度仿真的虚拟实验
环境和实验对象。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发布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3300个个专专业业里里有有1188个个专专业业就就业业率率110000%%

一一年年级级期期末末考考试试玩玩快快乐乐闯闯关关
槐荫区50所小学在济南市首开“乐考”

省省实实验验高高一一学学生生

研研究究无无障障碍碍设设施施课课题题

国国内内首首个个学学前前教教育育博博物物馆馆

建建成成并并正正式式运运行行

济南市营市东街小学期末考试的“勇闯葫芦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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