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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城事

毕业生参观
企业谋就业

本报12月17日讯(见习记者
桑志朋 通讯员 李丹) 近日,威
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组织学生
到企业现场参观，了解企业概况、工
作性质、居住条件、地理位置、就餐
设施、发展远景。

200多名毕业生及老师先后参
观了威高、双轮、华东数控、文登曲
轴、乳山昊安金科、泰山石膏等企
业。参观的企业负责人向师生和家
长介绍企业基本情况、运作现状、发
展潜力、工资待遇和行业影响。通过
参观，学生进一步加深了对企业的
了解，80%以上的毕业生当场与企
业达成了就业意向。

活活跃跃在在校校园园里里的的““胡胡成成业业””们们
高校大学生悄然兴起网店热，经济效益可观，学业开店兼顾难

打开电脑，熟练地点开店
铺，一阵急促的键盘敲击声响
起，身体后仰，双手交叉抱着
脖颈，胡成业开始讲述开店之
初的往事。

2012年9月，一次偶然的
机会，胡成业在注册没有多久
的支付宝账号上无意点出了

“我要开店”的页面，在好奇心
的驱使下按部就班地完成了
店铺审核注册，从此，胡成业
就拥有了自己的店铺。

胡成业笑着介绍，她当时
纯属好奇心作怪，根本没想要
开网店，不过，开网店，真的很
简单，只要按步骤完成注册即
可。同样开网店的大学生张一

真描述得更为直接，“想开网
店，太简单了，淘宝为你做好
了一切，只需要动动鼠标就
行”。因为淘宝店容易上手，开
网店的大学生有很多。“我认
识的哈工大(威海)同学中，五
个中就有一个开网店的，周围
的同学也有不少开过网店”，
胡成业笑着说。

有了自己的店铺，胡成业
开始琢磨该做点什么。“我因
为是计算机专业，恰好做了一
款软件还没有派上用场，就想
做卖软件的生意。”说干就干，
有了这个念头，胡成业开始上
架一些自己做的软件，过了几
天，有买家联系，就这样，胡成

业的网店开张了。
在山大(威海)校园内，记

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大学生，不
少学生表示开过网店，还有学
生表示对开网店有兴趣，准备
开网店。在胡成业的办公室
里，胡成业指着身边一个同学
说，“这个是我的老乡，这几天
忙着准备开网店事项，他准备
开个花卉网店”。“女生闲暇时
都喜欢浏览淘宝网，我也一
样，与其浏览他人的店铺，不
如自己开店铺来得直接”，研
二的孟珍打趣说，“平时喜欢
逛超市，购买韩国零食，干脆
开个专营韩国食品网店，既能
赚些零用钱，还免去了去超市

的麻烦，何乐不为”。就这样，
孟珍的小店“舌尖上的Happy”
开张了。

打开山大(威海)的山魂海
韵BBS，各种询问如何开网店
信息及如何招揽生意的网店
信息也有很多。胡成业认为，
开网店也能算是自主创业，比
较简单，大学生选择开网店并
不奇怪。一般而言，理工类学
生开网店比较多，因为他们具
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对网店装
饰等比较在行。“经常有同学
找我帮忙设计装饰网店，文科
学生居多，他们对网页制作等
知识学得较少”，胡成业笑着
说。

经区国税局开展
“岗位是责任”活动

本报12月17日(通讯员 张广
杰) 经区国税局开展“岗位就是责
任”专题教育活动，进一步转变工作
作风，提升工作效能。

经区国税局每季度召开一次党
组理论中心专题学习班，每名班子
成员每年至少到企业调研1个月，
至少有1项调研成果体现在税收工
作中。全面梳理现有审批、审核环
节，删减、优化各项办税流程，深入
落实两个减负。目前，涉税业务审批
节点从576个减少为404个，减少率
达29%；审批时限压缩60-70%，平
均约为3小时。

另外，经区国税局开展参与公
益事业，干部职工踊跃捐款，与老干
部及22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结成
帮扶对子，关心弱势群体，奉献爱
心。向全区企业、个体工商户发放

《经区国税局改进作风问卷调查表》
500余份，就税收执法、廉洁从税、
税收服务、办税效率等9个方面广
泛征求纳税人的意见和建议，针对
意见和建议进行整改，有效提高国
税干部依法行政、高效服务的能力
和水平。

大岚寺小学
展示高效课堂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吕壮君) 为展示全纳高

效教学理念，有效推进素质教育，近
日高区大岚寺小学举行了团队全纳
高效课堂展示活动。

本次赛课六个团队各推选一名
骨干教师参加，涵盖语数英三个学
科。活动分初评准备、竞赛展示、反思
研讨三个阶段。赛前两周团队内部进
行初评及合作磨课，集中展示期间则
由校委会、团队长、学科教师组成三
个层次的评委团认真听课打分，展示
之后各评委参与教研组集体研讨活
动。六名教师以积极的心态、较高的
水平，顺利达成了目标任务。

经区国税局落实
出口退税政策

本报12月17日(通讯员 隋洪
军) 针对2013年出口退免税政策
变动较大，企业申报软件更新频繁，
税务端审核系统多次升级等实际因
素，经区国税局借助门户网站、QQ
群、手机短信等平台积极开展宣传
辅导，确保政策宣传、执行到位。

同时，多批次组织会计人员参
加出口退税申报培训，帮助企业掌
握出口退税政策，提高操作技能和
退税申报准确率。目前，落实出口退
税3 . 75亿元，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压
力，促进经区外贸经济发展。

◆校园“淘宝”热 借用学科优势开网店

说起网店收入，胡成业脸
上露出几分自豪。“刚开始网店
没信誉，营业额没多少，随着网
店不断发展，一年多以来，生活
费已经完全自给自足”。胡成业
介绍，他一个月吃饭费用600多
元，加上生活用品等杂项开支，
每个月生活费在1100元左右，
从2013年初开始，他再也没有
向家里要过生活费。

当然，网店发展离不开胡

成业的辛勤。“万事开头难，开
始几个月，因为是新店铺，信誉
低，鲜有买家光顾，当时急得不
行”，胡成业对于开店之初的艰
难记忆犹新。

有同学支招，刷信誉，“刷
信誉是不少网店的常用手段，
雇人在其他网站发布任务，给
自己网店好评，提高人气”，胡
成业说，“由于当时人太少，效
果不大，雇人刷信誉需要不菲

的资金，我手里根本没有多余
的钱，只好放弃”。

无奈之下，胡成业另辟蹊
径，经过仔细观察，胡成业发
现当时网店鲜有提供国外邮
箱注册服务，经过研究后，胡
成业开始帮人注册国外邮箱，
每个邮箱标价为16元，“没想
到这个业务一推出，我的店变
得火起来”，胡成业说。“对于
诺基亚、微软等一些国外业务

的注册必须使用国外邮箱，而
国外邮箱注册过程是全外文，
并需要一些专门知识。对于不
是很懂英语的人而言，申请国
外邮箱比较困难”，胡成业介
绍。

就这样，通过提供国外邮
箱注册等“稀缺资源”，胡成业
网店生意“火”了许多，“曾经
有一天单是国外邮箱就卖出
了10个，纯利润160元”。

◆网店开了一年多 “淘”出生活费

胡成业说，想开网店这
一想法很简单，要把网店做
好就没那么容易，首要一条
就是需要大量的时间。不管
是网店装饰，与买家交流，与
物流交涉等等都需要时间。
就拿物流而言，需要和物流
商家讨论物品运费，运费不
能与平时邮寄一样，否则只
是一个“亏”；运费定价多少，
能否形成长期合作，这都需
要大量时间去谈。

另外，商品能否顺利送到
买家手里，中途出现丢失、损
坏等问题如何处理等等也需
要时间解决。一旦这些问题处
理不好，将会极大影响网店信
誉，对网店发展壮大不利。作

为大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知
识，如果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
到网店上，可能会对学习造成
负面影响。不少大学生学习、
店铺两头忙，时间不充足，只
能放弃店铺经营，慢慢地，这
些店铺因为疏于经营，逐渐沦
为“酱油店”。

张一真对胡成业的说法
非常认同，她表示，她已经放
弃了自己开网店，原因就是
时间不够。张一真介绍，尽管
她对于网店装饰不重视，上
传商品图片也从来不经过 ps
等美化处理，但是时间依然
不够用。平时有大量的专业
课要上，随着毕业临近，找工
作等各种事情也提上日程。

开网店，需要大量时间处理
买家的需要，有些大的订单
因为没时间只能推掉。有时
正在上课，订单就来了，无奈
还是以上课学习为主，只能
放弃。久而久之，网店信誉越
来越差，生意也一落千丈，最
后索性把网店关掉。

胡成业说，如果提供虚
拟服务的网店还好，不需要
操心仓库、物流等环节，经营
实 体 商 品 店 铺 就 麻 烦 了 许
多。孟珍对胡成业的话也深
有同感，“经常得关注商品是
否到了买家手里，如果出现
质量等问题，还得和买家协
商，甚至退货等等，很多琐事
都需要时间”。“幸亏研究生

时间相对充裕，加上我卖的
是小零食，研究生宿舍相对
宽敞，宿舍就成了‘货仓’，不
需要重新租仓库，否则，想想
这些麻烦事，我也不想长时
间开下去，店铺迟早成为‘酱
油店’”，孟珍介绍。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开
网店的学生，不少学生表示，
大 四 之 后 就 会 渐 渐 放 弃 店
铺，因为面临考研、找工作等
问题，离校前也会有大量琐
事，时间不够用。也有部分学
生表示，开网店就是玩玩而
已，体验一下开店经验和乐
趣。张一真说，“就是一时心
血来潮，开着玩玩，赚钱多少
无所谓，打个‘酱油’就走”。

◆学业、开店难兼顾 有些学生只能“打酱油”

见习记者 桑志朋 实习生 罗梦萍

“哒哒”声时不时传来，
2010级胡成业熟练地敲击
着键盘，目不转睛的盯着电
脑屏幕。不一会儿，胡成业
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一
丝若有若无的微笑在嘴角
绽放，“成了”，像是自语，又
像是告诉身边的伙伴。一笔
淘宝交易就在这几分钟悄
然完成，耸了耸肩，胡成业
又坐回电脑旁，哒哒的键盘
声又响了起来。

胡成业，山大 (威海 )
2010级信息工程学院学生，
已经在淘宝网站上开网店
近两年了，已经能赚取每月
的生活费。如今，校园里的

“胡成业”们变得越来越多，
淘宝开店风在威海一些高
校也悄然刮起。

▲因地制宜，宿舍成为存放商品的仓库，大学生孟珍在宿舍里打理自己网店的商品。
见习记者 桑志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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