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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济宁高新区公安分局交
警大队民警来到济宁移动公司，
为这里的干部职工讲解交通安
全。“文明出行，安全出行，从我做
起，从每一个人做起。”大队长李
云刚说，交通安全普及要从源头
抓起，从预防做起，这些活动今后
将经常开展。

本报记者 张晓科 通讯员
李欣 摄

济宁获批省级人才改革试验区建设试点

用用人人机机制制活活了了，，留留住住人人才才更更容容易易
济宁市人才改革试

验区建设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获批，这标志着济宁
市成为省级三个人才改
革试验区建设的试点之
一。以济宁高新区为依
托，以软件信息产业为重
点，济宁市将全力打造

“人才智力高度聚集、科
技金融高效融合、创新平
台优势凸显、创业环境国
际接轨”的人才改革试验
区，示范带动西部经济隆
起带转型发展。

本报记者 于伟 通讯员 姜海珍

岗位多、机制活，好留人

济宁高新区的惠普软件测
试中心，雷玉华在这里实习刚
满一个月。作为济宁学院的大
四学生，从惠普—济宁人才基
地实训半年，在毕业之前拿到
offer的她，就在济宁高新区就
业了。

“原本打算要去北京找工
作，想着计算机这个专业，济宁
也没有更好的企业，现在惠普、
甲骨文这些IT企业来了，有了
好企业好平台，自然就吸引了
我们的目光。”雷玉华说。

其实，在大学园、惠普—济
宁人才基地等集聚了越来越多
的人力资源，契合主导产业设
置专业，让越来越多的人才把
就业岗位选在济宁。

以人才引领产业转型发
展，推进省级人才改革试验区

建设试点，济宁将坚持引进培
养并举、刚性柔性并重、高端
基础兼顾，紧贴软件信息、生
物医药、工程机械等重点产业
人才需求，实施高端创新人才
集聚计划和实用技术人才引
育计划，通过技术项目开发、
核心人物带动、团队集体引
进、主导产业培育等方式，集
聚100名能够突破关键技术、
发展高新产业、推动创新发展
的科研领军人才和100个创新
研发团队，培养储备10000名
实用技术人才。

在用人机制上，按照相关
规定允许部分公务员职位试行
聘用制，争取济宁高新区部分
事业单位试行职员制，建立特
色绩效考核体系和灵活用人机
制、薪酬机制和奖惩机制。

用灵活方式搭建服务平台

目前，济宁高新区建设了
全省首家专注人才增值服务的
综合性、专业性、公益性人才联
盟服务平台，已吸纳200余家重
点企业、金融机构、高校院所和
人才机构加盟，在家门口提供

“一站式”服务。
“比如要考山东大学的在

职研究生，原来要去山大上课，
一周一趟，来回折返，有时还得
向企业请假，对于员工的深造
培训，企业的主动性就低了。”
济宁高新人才联盟服务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媛媛说，如今高新
区与山东大学达成合作，吸引
山东大学入驻加盟，把讲师请
到家门口，既节约了成本，又提
高了效率，“一站式”提供服务，
更好地助推人才发展。

如何更好为人才提供服

务？济宁高新区拟定了人力资
源产业园发展规划，为创建国
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将
快速聚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重点发展远
程见工、猎头招聘、业务代理、
市场调研、教育培训、咨询服
务、人事外包等新兴业态，推进
政府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购买
公共服务，探索建立人才服务

“济宁标准”。
作为高新区人才联盟引进

的第一家合作机构，济宁天屹
伟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已
入驻一月。这家企业联手人才
联盟共同打造的企业创新大学
项目，迎来了首批60名中层企
业家前来深造，这也标志着，高
新区走出了人力资源产业园建
设“第一步”。

设人才创业基金

扶持创业发展

根据济宁市推进省级人才
改 革 试 验 区 建 设 试 点 实 施 方
案，立足吸引各类人才到济宁
高新区创业发展，济宁市、高新
区两级联合将设立 5亿元高潜
质人才创业基金，采用股权投
资的方式，专项用于扶持人才
创业发展。

支持济宁高新区建设山东
省信息产业人才实训基地和国
家惠普软件产业国际创新园，
发挥美国惠普、甲骨文、IBM等
国际 IT企业领军优势，以校企
合作、订单培养、专项培训等形
式实施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在
软件测试、IT运维管理、云计算
与大数据、软件开发等专业方
面，培养高端IT人才。

同时，争取金融机构在济
宁高新区设立科技、人才业务
专做专营机构，建设“济宁创客
岛”，集中培育天使投资、众筹
平台、众包服务等创客业态，为
创新人才和初创企业提供低成
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开放式综
合服务平台。

围绕平台建设，济宁高新
区已建成1 7个行业公共平台，
比如国家半导体检测中心，并
建有创意产业基地、创业服务
中心、产学研基地、软件园等载
体 ，专 业 孵 化 器 、加 速 器 突 破
200万平方米，为人才创新创业
提供了功能平台支撑。

交通安全

预防为先

机制灵活了，人才自然集聚。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环境优越，更能吸引人才。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济宁高新区创业大学首期创业班开班

77名名本本土土导导师师支支招招创创业业
本报济宁1月12日讯(记者 于伟 张晓科

通讯员 李保振) 9日，济宁高新区创业大
学首期创业班开班。除有创业讲师带来创业课
程，7位企业家也以导师身份支招学生创业。

记者了解到，创业大学首期创业班敲定了
12天的培训课程，涵盖了创业意识、创业知识
以及创业能力三大模块，吸引诸多有创业想法
的各类人群前来报名，开展创业集训。

在报名人群中，除有济宁学院、济宁职业技
术学院等院校学生，还吸引了外地高校生。来自
青岛农业大学的吴昊临近毕业，他一直有创业
想法，可创业所涉及的市场、品牌、推广、公关等
知识又十分匮乏。得知在创业大学能免费学创
业课程，便迫不及待报名来上课，要锻炼创业诸
种能力。

除有创业讲师的专业讲解，在创业大学创
业训练营，7名本土导师还将联手献计，导师阵
容涵盖了教育培训、零售行业、电子商务、还有
投资机构，比如亲亲网创始人、CEO张晨曦，包
罗万象饰品百货创始人、CEO高广彪，山东起
跑线母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梅以及
惠达投资公司常务副总高书东等。

“这7位导师均来自本土的知名企业，有创
业或企业管理经验，而且每位导师的创业项目，
还将面向创业班学生，实现无缝对接。”济宁高
新区创业大学运营总监王军说，比如学生创业
项目与电商相关，就可直接与亲亲网对接，学习
电商运营方法，以让创业项目尽早落地。

“在创业课程初期，主要培养创业意识，创
业导师通过分享创业经验与创业故事，启发学
生创业思维。当学生敲定创业项目，便会围绕
团队构建、企业经营运转等，划分出不同行业
的创业项目，由创业导师给予一对一帮扶，让
项目落地运转。”王军说，创业大学导师库还将
持续扩容，按照行业划分，涵盖不同行业，不同
领域，并将导师引入培训课程体系中。

导师支招

迈开第一步，从小项目做起

“大学生创业，点子
不缺，想法也有，可关键
还是在于行动。”史艳冬
说，想来创业，不妨先把
心态放低，从小项目入
手，行动起来赚经验。

“现在一说创业，就
是要成立大公司，一年有
多少营业额，有目标是好
事，但切忌眼高手低。”
在史艳冬看来，创业应更
务实，大学生来创业，其
实只要能够赚到钱，就是
一次成功的创业。

史艳冬说，缺资金、
没人脉，这是大学生创业
普遍面临的难题，可刚开
始创业，就想借助外力，
想着去拉风投，找资金，
这就很难。“比如投资人
一句‘这个项目开始了
吗’，如果仅仅停在了想
法上，就免不了吃闭门
羹，所以重点就是我的创
业项目开始了，并在小范
围的做了起来，这样就更
容易吸引投资人目光。”

史艳冬认为，大学生

创业心态不妨再放得低
些，迈开第一步，让创业
项目尽快落地，并在项目
包装、团队组建上多下工
夫。

找易转型项目，创业敢于试错

“大学生选择创业项
目，不妨将目光多盯下轻
资产的创业项目，找些投
入少，更易转型的项目。”
张晨曦说，面对当下创业
热潮，大学生要勇于尝
试，敢于试错。

张晨曦说，对大学生
来说，创业初期，受制于资
金等因素影响，创业起步
可多选择一个轻资产的
创业道路，然后合理选择
投入，即使创业失败，也不
至于高度负产，而在创业

项目上，还是要有所侧重，
项目主业突出，不要大而
全，要追求精而美。

“现在互联网潮流
下，传统产业正经历变
革，这其中就蕴含着无
限的创业机遇，所以大
学生创业，可多从这方
面考虑，如何帮传统产
业转型，而这就离不开
互联网思维。”张晨曦举
例说，比如开家服装店、
开家面馆，不能再像开
传统门店一样，而是要

动脑筋，如何与互联网
相结合，对传统店铺做
出改变，哪怕就仅其中
一个方面，开出有新意
的店，或许这就能成创
业成功的关键要素。

亲亲网CEO张晨曦

山东微汇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CEO史艳冬


	Hz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