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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好苹果大赛总决赛(山东赛区)暨牟平区首届苹果丰收节启动

果果农农拿拿出出好好苹苹果果争争果果王王

本报10月28日讯(记者 李
楠楠 ) 2 7日，烟台职业学院
2019届校园招聘双选会在学校
篮球场举行，现场300家企业参
加，为该校5492名毕业生提供
了10000多个岗位。招聘会现场
场面火爆，汽车、船舶、电气、机
械等工科专业毕业生继续“吃
香”，供不应求，实习工资就能
拿到4000元一个月。

27日上午9时双选会正式
拉开序幕，现场人头攒动，气氛
热烈。用人单位通过形式多样
的海报、宣传册向到场同学详
细展示了各自单位的基本情况
及福利待遇等。

据现场学校就业办的老师
介绍，本次招聘会得到了各类企
业的广泛关注，共有474家企业
报名。学院经过慎重选择，最终
确定300家企业参加，为学院5492
名毕业生提供了10000多个岗位。

现场招聘企业比毕业生更
积极，主动与应聘的毕业生搭
讪。“我们这次带来100多个岗
位，主要招聘汽车、机械、电气
等专业的毕业生。”现场比德文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招聘专员代
坤龙说，“实习期三个月，实习
工资最高可达4000元，转正后
最高可达6000元，除了工资待
遇，还有不错的福利。现场看，
主要是潍坊籍的毕业生，毕竟
是家乡的企业嘛。”

距离毕业还有一段时间，
不少毕业生还在观望，也有毕
业生选择广撒网，为自己争取
更多的机会。“班上男生很好就
业，女生的选择性相对小一
些。”烟台职业学院船舶电子工
程技术专业应届毕业生王晓
说，为了给自己更多的选择机
会，今天她还是精心准备了简
历，“现场投了三家企业，除了

电气、设计类外，销售类我也想
尝试，我希望将来留在烟台就
业，月薪3500元就可以接受。”

“随着船舶行业行情回暖，
今年多家大型船舶制造类企业
到校招聘，如国内首屈一指的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中
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烟
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研究院
均到校宣讲、招聘，招聘人数达
40人以上。”烟台职业学院汽车
与船舶工程系就业科科长刘莉
说，“制冷专业人才缺口大，毕
业生供不应求，身价也随之提
高，多家公司开出学生实习月
工资可达4000元以上。”

刘莉说，在9月份举办的丰
田汽车人才招聘会上，来自全
省17家服务网点的经销商参加
了招聘会，共提供了216个就业
岗位，让丰田班学员不出校门
就全部就业。

烟台职业学院举行2019届校园招聘双选会

工工科科专专业业吃吃香香，，实实习习月月薪薪可可拿拿44000000元元

本报10月28日讯(记者 闫
丽君 通讯员 柴鹏 宋剑)

10月28日上午，第二届中国
好苹果大赛总决赛(山东赛区)
暨牟平区首届苹果丰收节启动
仪式在王格庄镇启动。国家苹
果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
究室主任、国家“十三五”药肥
双减项目组专家、中国果品流
通协会负责人、牟平区政府副
区长以及相关镇街部门负责人
等出席活动现场，来自烟台市
各赛区的代表队及上千名果农
参加了本次活动。

1 0时许，好苹果大赛评
比活动正式开始。各个赛区
代表纷纷将自己培育的好苹
果摆在展示台，展示台前围
满了前来观摩学习的果农，
红彤彤的苹果之间展开了一
场激烈的角逐。只见评委专
家们从内在品质 (包括糖度、
硬度和果型指数等 )和外观
(依据着色面积和果面光洁度
等 )，对各类参赛苹果进行打
分，最终评选出了一、二、三
等奖8名和优胜奖15名，另推
选出最红苹果奖、最甜苹果
奖和最具风采奖各1名。活动

中还对“一乡百品”全民摄影
大赛和好苹果大赛山东决赛
的获奖选手进行了颁奖。

当日现场，借好苹果大赛
总决赛之际，为进一步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助力精准扶贫、产
业扶贫，充分展示牟平区苹果
产业新成果，牟平区还推出首
届“苹果丰收节”活动。据了解，
牟平区地处北纬37度，地理位
置得天独厚，生态良好，资源富
集，是烟台苹果的主产区之一，
栽培历史已逾百年。近年来，牟
平区委、区政府紧紧围绕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把产
品振兴作为“先手棋”，通过政
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牌打造、
龙头带动等措施，全力推动苹
果产业持续向好发展。目前，全
区种植面积超过24万亩，总产
量达到60万吨，产值突破30亿
元。

王格庄镇地处牟平西南山
区，苹果种植面积达到2万亩，
年产量超过4万吨，是胶东苹果
重镇，被誉为“山林百果乡”。近
年来，王格庄镇始终坚持质量
优先，走品牌发展之路，通过扶

持“一乡百品”电商企业、开展
“好苹果”全民摄影大赛、统一
注册“王根儿红”商标等措施，
逐步叫响了王格庄苹果品牌，

有效促进了产业发展，农民增
收。本次活动对加快引进更先
进的种植技术，更科学的管理
方法，开展更加务实高效的合

作，推动牟平区苹果产业迈向
更高层次，打造乡村振兴的齐
鲁样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本报10月28日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王聪 朱先
俊 ) 记者从烟台开发区工委
宣传部获悉，10月26日，哈尔滨
工程大学(烟台)研究生院在烟
台八角湾国际人才港项目现场
开工奠基。

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院
区是烟台八角湾国际人才港
首个落户项目，主要包括研究
生院、研究院、军民融合产业
园。计划到2027年，在校教职工
达到600人，各类全日制在读研
究生达到3000人左右。建成3-5
个国家级科研实验室分部；培
育10-15个省部级实验室或工
程研究中心；建设4-6个国际联
合研究平台；落户军民融合产

业园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6 0
家。

“3月份 ,我们与烟台市政
府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在这里建设烟台院区，来
这的科研人员都带着好项目 ,
借助开发区良好的产业基础
快速实现产业化。”烟台院区
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助理张
浩介绍，学校本就与烟台的中
集来福士等企业有合作关系。
此次设立烟台院区 ,产业转化
将更为便捷。

“今年4月以来，烟台开发
区创新工作模式，组织专班推
进项目建设，通过开通审批‘绿
色通道’、创新工程项目‘代建
制’等方式，全力推进哈尔滨工

程大学烟台院区项目建设，短
时间内完成了开工前期所有工
作。”烟台八角湾国际人才港建
设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于春
光介绍，一直以来，开发区高度
重视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哈
尔滨工程大学烟台院区的开工
奠基标志着建设八角湾国际人
才港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将
为开发区经济和产业发展提供
支撑、注入动力。

据了解，八角湾国际人才
港致力于打造集人才培养、科
技研发、技术转化、学术交流、
创新创业于一体的国际化科技
人才载体，包括科教园、创新创
业园、人才社区、国际学术交流
中心等7大板块。

哈哈尔尔滨滨工工程程大大学学((烟烟台台))研研究究生生院院项项目目奠奠基基
该院是烟台八角湾国际人才港首个落户项目

本报10月28日讯(通讯员
吕丽 记者 秦雪丽)

记者从蓬莱阁景区管理处获
悉，10月18日至10月20日，由
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旅游
景区协会、黄山市人民政府
联合主办，安徽省旅游发展
委员会、浙江省旅游局、江苏
省旅游局、上海市旅游局支
持的2018未来景区发展学术
研讨会在黄山市齐云山举
行。

研讨会上，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旅游大数据研究中
心主任邓宁博士发布了《中
国景区优质旅游服务评价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
发布了中国优质服务景区100
强，蓬莱阁景区名列其中。

本次评选中，选择和景
区的网络评价息息相关的维
度，包括服务、餐饮、住宿、环
境等十个评价维度，根据维
度和关键词进行了细分，然

后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根据
每一句进行了分类，最终通
过数学模型进计算。《报告》
在计算过程当中除了每一个
维度的得分之外还考虑到了
景区热度以及人气指数的影
响。在整个计算过程当中综
合了网络口碑中一些特点以
及网民对于景区的受欢迎的
程度，最后形成一个最终的
成果，也就是广大游客的认
可。

作为全国首批5A级旅
游景区，蓬莱阁不断把握国
内外旅游趋势和动态，以争
创全国一流旅游目的地为目
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优化旅游品牌产品体系、完
善公共服务要素、提升旅游
环境质量 ,使蓬莱阁从一个
区域性景区发展成为国内知
名、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创
造了业内瞩目的“导游”品牌
和“仙境蓬莱阁”服务名牌。

用数据说话

蓬蓬莱莱阁阁进进入入中中国国优优质质服服务务景景区区百百强强

为进一步加强电线电缆
产品质量监督，保障电线电
缆产品质量安全，近期，受省
质监局委托，由权威机构的
技术专家组成的检查组对烟
台两家电线电缆生产企业进
行了检查，烟台市质监局和
被检查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
局的执法人员参加现场检
查。

检查组通过听取汇报、
查阅资料、巡视现场等形式，
对企业生产资质、生产条件、
生产工艺、检测手段以及其

他落实《产品质量法》等法律
法规规定义务的情况进行全
面检查，专家组当场反馈检
查结果并提出整改意见和建
议，帮助企业消除质量隐患，
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专家检查活动，是产品
质量监督检查方式的创新，
实现了技术专家和执法人员
优势互补，保障了检查效果。
同时，也是对基层监管人员
培训方式的创新，通过现场
体验式培训，提升了培训效
果。(通讯员 姜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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