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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新新区区全全球球招招聘聘还还剩剩最最后后一一天天
工作人员解答报名咨询集中的有关问题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修从
涛) 6月2日，济南高新区管委会
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148名专业
管理人才的消息发出以来，咨询
电话络绎不绝，报名咨询电话几
乎被打爆。齐鲁晚报记者从济南
高新区管委会人力资源部了解
到，截至6月13日，此次招聘报名
咨询电话已接近5000个。记者提
醒，6月17日是报名截止最后一
天，欲报从速。

据了解，根据报名人员咨询
的相关问题，主要集中在人员管
理、薪酬待遇、绩效考核、工作经
历以及晋升通道等。工作人员对
此进行解答如下：

关于人员管理：打破行政
事业、编制内外身份界限，实行
全员岗位聘任制，实施无差别
人力资源管理。本次招聘不属
于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在 编 人 员 招
聘，录用后没有机关事业单位
身份和编制。签约主体是管委

会的有关单位，不属于劳务派
遣。通过招聘程序从市直部门
(单位)和县(市)区调入的人员，
其身份和职级封存入档，全部
参 加 济 南 市 高 新 区 岗 位 聘 任
制，执行岗位聘任有关规定。由
高新区调至市直部门(单位)和
县(市)区的人员，退出岗位聘用
制，恢复档案身份和职级并进
入原体系使用。

关于薪酬待遇：薪酬管理由
“铁工资”向“活薪酬”转变，实行
全员绩效工资薪酬体系，按照“以
岗位定薪、以业绩定薪、以能力定
薪”原则，实现收入与业绩、责任
紧密挂钩，能力越大，业绩越好，
收入越高。

关于绩效考核：引入KPI考
核原理，推行全员关键绩效考
核和末位淘汰机制。考核结果
与绩效工资、评先评优、奖惩激
励等挂钩，并作为职务、职级调
整、岗位变动以及续职、解聘的

重要依据。
关于招聘的工作经历：工

作经历年限按足年足月累计计
算，以2016年6月1日为截止日
期，不包括在校期间的社会实
践、实习、兼职等经历。报名人
员可以从劳动合同、社保缴费
记录、以往取得的工作成绩和
所在工作单位出具工作经历证
明 等 方 面 对 工 作 经 历 进 行 佐
证；之前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
或成果，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关于人员晋升通道：建立
职业发展双通道，职业发展的
一条通道是管理序列，另一条
通道是专业序列，两条通道分
别满足员工职业发展的不同价
值需求。无法晋升管理职务的
员工，可以通过晋升专业职级
获得合理的待遇与尊严。

此外，此次报名新增了管委
会特色园区(工作组)工作人员岗
位的报名邮箱：cxyrlzyb@ciiic.cn。

高高新新区区77家家企企业业进进入入创创新新层层
占济南市新三板创新层企业总数的58 . 3%

本报6月16日讯(通讯员 高
宣) 6月27日，新三板分层方案
将正式实施，届时被誉为中国的
纳斯达克的新三板将正式进入创
新层和基础层并驱的双层时代。
根据分层方案中对进入创新层的
标准要求，截至6月14日，济南高
新区有7家新三板企业进入创新
层，占济南市的58 . 3%。

5月27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股
转公司”)正式发布《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分层管
理办法(试行)》。办法于6月27日
起正式施行，新三板迎来重大利
好。这也意味着，这一扩容至全国
不足三年，即收获7000多家挂牌
企业的市场，被一分为二，正式进
入创新层和基础层并驱的双层时
代。

本次分层方案主要涉及四大
方面，一是明确了创新层的准入

标准；二是就申请挂牌公司进入
创新层设置了标准；三是就创新
层设置了维持标准；四是明确了
挂牌公司的层级划分和调整机
制。有分析表示，美国纳斯达克市
场当年的崛起便是通过分层和做
市制度促成，此次分层对于新三
板来说不亚于重生，新三板或成
为中国的纳斯达克。

据悉，截至6月1 4日，济南
高新区共有7家企业进入创新
层，分别为山大地纬、星科智
能、中磁视讯、博安智能、中安
股份、朗朗教育、老来寿，占济
南市创新层企业的58 . 3%。据了
解，目前还有一些企业正在为进
入创新层进行最后冲刺。

7家企业进入创新层，从数
量上看，虽然仅占高新区5 7家
挂牌企业的12%，但是2015年度
实现的销售收入、营业利润、研
发投入和股权融资等主要指标

均达到或超过区内挂牌企业的
三成以上。分层办法正式实施
后，随着企业经济数据和成长
性的进一步释放，有望对地区
经济实现重大贡献。

据介绍，新三板分层主要有
三个标准：一是，最近两年连续盈
利，且年平均净利润不少于2000
万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者为计算依据)；最近两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
低于10%(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二是，
最近两年营业收入连续增长，
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50%；
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不低于
4000万元；股本不少于2000万股；
三是，最近有成交的60个做市转
让日的平均市值不少于6亿元，最
近一年年末股东权益不少于5000
万元，做市商家数不少于6家，合
格投资者不少于50人。

引引进进骨骨干干教教师师报报名名
截截至至66月月1188日日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修从涛) 为了继续推

进济南高新区的教育事
业发展，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解决师资缺口，济南
高新区教育系统将引进
56名骨干教师，报名时间
截至6月18日。

根据此次引进骨干
教师的要求，应聘者需
具备以下条件：1、获得
应聘学科地市级及以上
骨干教师、教学能手、学
科带头人、优秀班主任、
优秀教师、优质课一等
奖荣誉称号之一。骨干
教师荣誉称号应当是通
过教育行政部门评选获
得的，优质课应当是通
过各级教学研究室评比
获得的；2、大专及以上

学历；3、具有二级乙等
及以上普通话等级证书
和教师资格证；4、近3年
一直担任应聘学科课堂
教学工作(2013年9月1日
以来)；5、年龄45周岁以
下(1970年9月1日以后出
生)，特别优秀的可适当
放宽条件；6、具有国内
中小学教师事业编制身
份。

报名人员可到引进
骨干教师学校现场报名，
由引进学校汇总统一报济
南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教育
办公室。需要注意的是，济
南高新区在编教师不在此
次报名范围之内。报名人
员可登录济南高新区官
方网站(www.jctp.gov.cn)
查询详细信息。

国国家家““千千人人计计划划””
22001166年年申申报报工工作作启启动动

本报6月16日讯(通讯
员 李光辉 赵欢) 为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的意见》和国家“十三
五”规划纲要，加快推进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2016年国家“千人计划”
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

本次申报按照“坚
持标准、优化结构、宁缺
勿滥”的要求，申报评审
突出“高精尖缺”导向，
提高引才精准度。围绕

“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
重大战略、国际科技发
展前沿动态和我国人才
结构战略性调整需求，
向“十三五”规划确定的
重点领域、新兴和战略
性产业、核心技术倾斜，
重点引进从事重大原始

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
研究的人才，加大力度引
进青年人才、企业和金融
机构急需紧缺人才。

此次申报将注重柔
性引用人才，鼓励支持
不唯地域、不唯肤色引
进人才，不求所有、不求
所在，不拘形式用好人
才。申报项目包括创新
人才长期项目、创新人
才短期项目、创业人才
项目、外专项目、青年项
目、顶尖人才与创新团
队项目、文化艺术人才
项目七大类。

关于“千人计划”的
申报工作详情，可登录
济南高新区门户网站或
致电济南高新区咨询，
电 话 8 8 8 7 1 0 6 7 或
88871223。

济南高新区企业曾多次组团赴股改公司挂牌新三板。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摄

临临工工与与山山特特维维克克签签约约
建建中中高高端端矿矿山山设设备备项项目目

本报6月16日讯（通
讯员 于晓娟） 近日，
瑞典山特维克集团与临
工集团合资项目正式签
约。双方将在济南高新区
新建年产5000台中高端
矿山设备项目，为“金砖
国家”和“一带一路加一
非国家”提供中端市场的
矿山作业设备全套解决
方案及各类产品。

瑞典山特维克集团
有着150多年的历史，其
材料科技包括金属切削
工具、高级材料、特种合
金、金属和陶瓷电阻等，
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而
临工集团的装载机全球
市场占有率第一。双方将
充分利用山特维克在高
端制造领域的技术优势

和临工集团在中端技术
及市场运作的优势，合资
在济南高新区新建年产
5000台中高端矿山设备
项目，聚焦于为“金砖国
家”和“一带一路加一非
国家”提供中端市场的矿
山作业设备全套解决方
案，包括露天钻机、井工
矿凿岩台车、井下铲运
机、井下矿车等四大系列
产品。

据了解，该项目总
投资3亿元，达产后可年
产各类整机5 0 0 0台，实
现年销售收入1 0亿元，
年利税1 . 5亿元。该项目
计划 6月份完成注册公
司，7月份完成项目基础
筹备，下半年实现市场
小批量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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