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要闻

“青春山东，共享未来”，国际青年交流大会在济南开幕

10项中外青少年交流合作项目发布

2022年5月14日 星期六

记者 杜亚慧

山东将承办第三届
“悟空杯”漫画大赛

这是一场引起世界瞩目的
大会，多国政要和国际组织代表
通过视频致辞，向大会的召开表
示祝贺。青年代表、冬奥冠军武
大靖也向大会发来寄语。他表
示，通过国际青年交流大会这一
平台，所有世界各地的青年朋友
们云端相聚到一起，他感到很开
心激动。

本次国际青年交流大会汇聚
青春力量，绽放青年光彩，创新谋
划，倾力推出了10项中外青少年
交流合作项目，它们分别是：全球
青年伙伴计划、“中外青少年交流
基地”《中国的孔子 世界的智
慧》精品丛书、沿黄九省（区）国际
青少年交流联盟、国际青少年“黄
河文化”交流营、上海合作组织青
年交流营、中国（山东）—东盟职
业教育产学研基地、中国（山
东）—中东欧青年合作交流基地

（塞尔维亚）、“悟空杯”中日韩青
少年漫画大赛、全球化智库国际
青年创新中心（济南）、“情满丝
路、爱心小屋”项目。

“全球青年伙伴计划”系2021
年底山东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
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共同发起的倡
议，鼓励中外各界青年“互加好
友”，通过邮件、信函、视频连线等
方式交流互动，开展文化、体育、
艺术、科技、娱乐等线上交流活
动，得到了中外人士的积极响应。
据悉，目前山东已与34个国家青
年结好1006对。山东青年将继续
扩大“国际朋友圈”，传播青年好
声音，建立纯真友谊，助力和平友
好事业世代相传。

2019年中日韩三国共同发起
“悟空杯”中日韩青少年漫画大

赛，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大赛以漫
画为载体，展示中日韩三国文明
与风俗，展现文化魅力，促进相互
理解，增进友谊，搭建青少年展示
才华的舞台和世代友好的桥梁。
2022年山东将承办第三届大赛，
愿为描绘中日韩三国友谊蓝图贡
献山东力量。

主论坛聚焦
“新格局与新经济”

开幕式后，作为本次国际青
年交流大会的核心内容之一，

“黄河湾国际青年经济论坛”开
启。

本次论坛以“新格局与新经
济”为主题，在济南、北京设两个
会场，邀请中外经济学家、青年企
业家及青年精英代表等，聚焦后
疫情时代、大国博弈下的全球经
济变局与中国新发展格局，深入
探讨数字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
贸趋势、商业模式变革、技术创新
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等前沿热点
难点问题。同时，分享山东生动实
践，鼓励青年把握创新机遇、推动
科技赋能、绿色可持续发展，积极
参与推动新一轮全球化。

“青年是世界的未来，加强
青年之间的交流，从青年视角讨
论全球性挑战和全球治理问题，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北京大
学燕京学堂名誉院长、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袁明在发言中鼓励支
持青年参与全球治理。“期待各
国青年能够以一种面向全球、面
向共同未来的认知和态度，认识
到青年的使命和担当，从当前的
国际局势和全人类发展角度出
发深入思考，深入交流。”袁明
说。

据悉，“黄河湾国际青年经济
论坛”主论坛将进一步打造为立
足山东、面向世界的可持续、常
态化国际青年交流机制。

5月13日上午，国际青年交流大会在山东大厦金色大厅开幕。大会以“青春山东，共享未来”为主题，聚焦青年群体，激发青青春力量，共同塑造青春之山
东、青春之中国、青春之世界。来自全球48个国家的5000多名青年代表、国际友人和各界嘉宾，相聚线上线下，共叙友谊、共商合作、共话未来。

记者 杜亚慧

5月13日，在国际青年交流
大会济南主会场，参会嘉宾收
到了意外惊喜：一份包含本次
大会吉祥物“黄河赤子”的伴手
礼。

“环保布袋上印着这次大
会的口号和标志，设计得很大
方好看。”参会嘉宾李阳向记者
展示他收到的伴手礼，打开布
袋，里面包含一件T恤、一顶棒
球帽、一本笔记本，以及一个大
会周边徽章盒。整个伴手礼洋
溢着青春的气息，契合大会“青
春山东 共享未来”的主题。其
中，最受嘉宾喜爱的莫过于小
巧可爱的徽章。两枚徽章，一枚
取自大会官方LOGO，另一枚
则是来自本次国际青年交流大
会卡通吉祥物“黄河赤子”。“黄
河赤子”脚踏黄河水向前奔跑，

动作憨态可掬，十分惹人喜爱。
据了解，“黄河赤子”由山

东文旅集团团队设计，以8岁男
童形象为基础原型。“黄河赤
子”如同神话传说中的炎帝、蚩
尤，长着一对犄角。留桃心发
型，眉心有颗水滴状的朱砂痣，
脖子上戴祥云项圈，上身着红
色水纹肚兜。“因为住在黄河
边，所以总是光着脚底板。”设
计团队介绍，“你可以看到他浓
眉大眼，面带笑容，一直呈摆臂
奔跑的身姿。”

本 次 国 际 青 年 交 流 大
会，“黄河赤子”定位为大会
卡通吉祥物，以“黄河赤子”
为主人公，制作了“黄河湾国
际青年经济论坛”主题宣传
片。据悉，大会后期将把“黄
河赤子”打造成为国际青少
年交流的友好大使，传播中
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大会吉祥物“黄河赤子”惹人爱
团队解密设计理念

记者 王小涵
通讯员 范洪艳 孙潇

为积极应对疫情影
响，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
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近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联合省教育厅、省科技厅
等11部门启动实施山东省
十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
划，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群体提供充足见习机会，
搭建企业和青年人才供需
匹配“缓冲区”，缓解高校
毕业生就业压力。

据介绍，此次见习计
划的见习对象为离校3年
内有见习意愿的高校毕业
生和处于失业状态的16-
24周岁青年。同时，此次见
习将外地高校毕业生、海
外留学生和职业院校毕业
生（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
育类毕业生、技师学院高
级工班毕业生、预备技师
班毕业生）纳入见习计划，
同等享受见习政策。

将就业见习补贴标准
提高至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的60%。对见习期满留用率
达到50%以上的见习单位，
见习补贴标准提高至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的70%。见习
人员参加就业见习满3个
月后，见习单位可为其缴
纳社会保险，并继续享受
就业见习补贴。

开发各类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政府投资项
目和科研项目见习岗位，
挖掘特色产业、现代服务
业、高端制造业等领域见
习岗位信息，多渠道汇总
发布本地区见习单位目录
和见习岗位清单，多方式
开展专场招募、双向洽谈、
直播带岗等活动。

开通就业见习岗位募
集计划服务专区，受理用
人单位和毕业生就业见习
申请，提供政策宣传、岗位
发布、供需对接等一体化
服务。对用人单位在见习
平台提交的见习申请在15
个工作日内明确审核意
见，推出政策快办、帮办、
打包办，提供便利、优质、
快捷的服务。

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
才服务中心主任衣军强介
绍，就业见习是组织高校
毕业生等青年群体进行岗
位实践锻炼的就业准备活
动，是帮助他们积累工作
经验、增强实践能力、促进
实现就业的重要举措。我
们将深入实施山东省十万
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
加快见习岗位开发，优化
见习岗位结构，提升见习
岗位质量，用好见习这“一
池活水”，释放政策红利，
让更多高校毕业生尽早实
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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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杜亚慧

5月13日，作为本届国际青
年交流大会组成单元之一的

“青年眼中的中国与世界———
国际青年艺术展”同步在山东
美术馆亮相。

“国际青年艺术展”以“青
春山东·共享未来”为理念，以

“青年眼中的中国与世界”为主
题。展览广泛邀请中国、美国、
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波兰、
印度等近20个国家的优秀青年
艺术家、青年学生参与，展示包
含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
彩、综合材料等不同形式的艺
术作品50余件。参展作品中，既
有时代精神、不同地域风情的

生动展现，也有日常生活、现实
情境的自由描绘，还有具象写
实和抽象灵动的多样表达，极
大地丰富和拓展了表现内容。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
月26日。疫情防控期间，请各位
观众遵守相关防控工作要求，
配合工作人员扫描并出示“场
所码”，做好个人防护。

聚焦“青年眼中的中国与世界”

国际青年艺术展亮相山东美术馆

葛相关新闻

本次大会吉祥物“黄河赤子”。

文/片 记者 赵清华
实习生 帅玫如 通讯员 张钢

5月13日，济南市举办庆祝第
32个“全国助残日”残疾人云就业
招聘会。作为齐鲁晚报“壹点送
岗”直播的第六场云就业招聘会，
本次招聘会为残疾人求职者提供
了229个就业岗位，不到两个半小
时，观看量达到31.5万人次。

因为左手残疾，24岁的济阳
小伙刘小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工作。5月12日，他收到了本次残
疾人专场云就业招聘会的预告
链接，13日一早就打开手机页面

准备查看岗位发布。“终于有专
门给我们准备的岗位了，这场招
聘会真是为我们残疾人就业谋
福利。”刘小虎找到了两家意向
单位，其中一家已经取得联系，
并约定月底进行现场面试。

5月13日，为庆祝第32个“全
国助残日”，由济南市残联、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
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市
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承办，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协办的“促进残疾
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益”残疾
人云就业招聘会在济南市人力
资源市场举行。山东润邦服务外

包有限公司、山东统一银座商业
有限公司、山东麦德森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等8家来自济南的企业
人事招聘负责人走进直播间，为
残疾人朋友带来229个就业岗位。
直播活动通过齐鲁壹点首发。

本次云就业招聘会直播活
动，引起了残疾人朋友的广泛关
注，大家纷纷留言、点赞参与互
动。截至发稿，直播全网观看量达
31.5万余人次，评论区评论568条。

据济南市残联相关负责人
介绍，济南市残联将进一步加大
残疾人就业支持力度。根据残疾
人就业需求，强化超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奖励等政策支持，加大
对残疾人职业培训、就业服务、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

同时，推进招聘服务平台建
设，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创造性地开展就业服务。年内，
济南全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
机构将举办不少于30场次残疾
人专场招聘会。

全国助残日之际，济南市残疾人云就业招聘会启动

“壹点送岗”为残疾人提供229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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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点送岗”残疾人专场云招聘现场。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