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2万学生应聘3 . 3万个就业岗位
山东省2017年春季高校毕业生就业集中招聘举行，“慢就业”渐成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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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广远

生活日报3月18日讯 18
日，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会拉

开帷幕，记者在实地探访发现，

仅在齐鲁工业大学就有近2万
学生应聘3 . 3万个岗位，找工作

不难，难的是找份好工作。

2万学生应聘3万多岗位

3月18日，山东省2017年
春季高校毕业生就业集中招

聘活动服务省会城市群经济

圈专场在济南西部大学科技

园举办，此次招聘活动由山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

办，齐鲁工业大学承办，2017
山东民营企业人才招聘会也

同期举办。

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了

齐鲁工业大学，参会企业都已

准备就绪。齐鲁工业大学就业

指导中心主任刘泽东介绍，此

次招聘会共吸引了1100余家

企业报名，用人单位涉及化

工、制药、食品、材料、教育、地

产、机械制造等诸多领域。“本

次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3 . 3万
余个，共有来自全省各地近2
万名学生参加。”刘泽东说道。

“我今天早晨8点半就来

了，现在已经投了20份简历。”毕

业生徐静说道，她来自内蒙古

财经大学，学的是财会专业，双

学位辅修了税务。她老家是青

岛莱西市，所以想毕业后回到

山东就业，心目中的理想企业

是上市公司或者500强企业，“有

好的私企当然也考虑。”徐静

说，她从大年初八就来历城区

租房子，就是为了找工作。

95后慢就业渐成趋势

“有学者提出慢就业的概

念，从广义上来看的确如此。”

刘泽东说，从去年9月份至今，

学校已经为2017届毕业生举

办了354家单位的秋季综合类

招聘会，举办了百威、中粮、金

锣等227家专场招聘会，加上

本次招聘活动，累积提供就业

岗位近5万个；就业网站发布

信息433条，微信平台发布就

业信息1400余条，学生浏览量

达40余万人次。

但是刘泽东也表示，虽

然这么多的就业岗位，但是

目 前 学 校 的 签 约 率 差 强 人

意。“这些学生都是95年左右

的，他们个人成长、家庭影

响、社会环境等都和以前大

不相同。”

刘泽东发现，提供了这么

多岗位，可是学生们真正感兴

趣的，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并

且学生们就业也不急不缓，很

多都说“先回家再说”、“可以再

考研啊”、“找工作不着急”。

有学生“先就业再创业”

“这就要求学校要进行更

加精准化的就业指导，提升学

生技能。”刘泽东说，目前有创

业想法的学生不少，但是应届

生真正成功的却很少。

他举了一个成功案例，曾

经有一个青岛籍学生，虽然学

的是国贸，但他的兴趣却是酿

酒，在学校时该生就积极学

习，在老师的推荐帮助下，进

入到一家小型啤酒设备公司

工作了2年，之后他自主创业，

在青岛开办了一家鲜啤店，自

酿啤酒办得风生水起。“好的

创业者，必定是一个能干的就

业者。”刘泽东说。

山东财经大学获批
设立精算学本科专业
□记者 董广远

生活日报3月18日讯 济南学生有福了，能

在家门口就学到“高大上”的精算专业了！18日，

记者从山东财经大学获悉，日前，教育部批准山

东财经大学新增精算学本科专业，从2017年起，

山财开始正式培养精算学本科专业学生，这也

是山东省内首个精算学本科专业。

据山财大介绍，教育部在2016年3月13日发

布《教育部关于公布2016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17]
2号)，公布2016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

案和审批结果，山东财经大学申请新增的精算

学本科专业获得备案通过，这也就意味着，山东

财经大学将从2017年开始正式培养精算学本科

专业学生。

记者了解到，这是国内第二批设立精算学

本科专业的学校，和山财大一同获批的还有南

开大学、广东金融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这几所

高校。去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首个获批设立精

算学本科专业，这填补了国内高校在精算学本

科专业设置上的空白，标志着国内精算学本科

专业的正式创立。

山财大的精算学本科专业，也是山东省内

首个获批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精算学注重数理

基础，一般只招收理科生。

从2003年开始，山东财经大学开始招收“保

险学专业(精算方向)”本科生，14年间招收近

1000名学生，历年入学成绩均名列全校前茅。

学生们在齐鲁工业大学和用人单位交流。 记者 董广远 摄

考研未过 再找工作
招聘会涌进大批“考试失利”毕业生

□记者 王玉振

18日上午，山东财经大学

2017年春季双选会暨山东省

高校春季招聘市场(财经类)
在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举

行，共300余家企业提供岗位

8000余个，同时，山东女子学

院也举办女性专场招聘会。

记者在山财大现场发

现，招聘会现场涌进大批“考

试失利”毕业生，考研、考公

务员没考上的学生们都转入

就业市场。“我是今年考研没

考上，然后就来找工作了。”

在某会计师事务所展位前，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小张

说，今年他报考了对外经贸

大学，成绩没过。“也参加了

老家的农信社考试，最终通

过了，有了保底的工作，想着

再找找别的。”

金融专业的女朋友小常

也是考研没有考上心仪的大

学，然后趁着这次财经类招

聘会来找找工作，小常说，自

己已经投出去10多份简历

了，都是金融专业对口的岗

位，“试试看吧，先多投几份

简历。”

二胎或成应届生新机会
有企业为应对职工生育二胎储备人才

在华泰集团有限公司展

台前，围着不少女生正在咨

询、投简历。人力资源部主管

赵卫国介绍，今年招收的人

员包括财务会计专业20人、

国际贸易专业20人，人力资

源管理专业10人，还有纸浆

造纸专业30人等。

“今年招聘人比较多。”

赵卫国说，一方面是为了招

聘优秀人才，一方面也是做

人才储备。他发现，从去年二

胎放开后，集团中许多员工

都有二胎需求，所以需要大

量人才，“许多老员工都去生

二胎了，这也是应届生的机

会。”赵卫国说，华泰集团因

为行业需求，男女比例大约

为2比1。
记者 董广远

相亲会报名最后一个周日了
再不抓紧真要“请假”来报名了

□记者 郑希平

生活日报3月18日讯 第

12届“三月三千佛山相亲大

会”报名迎来了最后周末。仅

仅周六一天，官方报名点千佛

山景区正门东侧报名处，单日

报名的就有几百人，其他代理

报名点的报名人数也明显上

涨。报名截止时间为3月24日，

19日是最后一个周末，还单身

的你赶紧来报名吧，再不抓紧

真要“请假”来报名了。

“我去年参加了七月七的相

亲会,和十几个中意的姑娘见过

面,可还是没遇到自己最合适

的。这次报名相亲,不会还都是

上次相亲会的那些女孩吧。”周

六来现场报名的陈先生长相帅

气，目前在银行工作，自身对于

另一半要求比较高，对于他的疑

问，报名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从目前报名的情况看，八成

都是第一次来报名的，所以陈先

生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每年都有适龄的男女加入

到相亲的队伍中,所以包括陈先

生在内的男女朋友不用担心,很

多优秀的男孩女孩都是第一次

报名。”相亲会报名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3月18日是三月三千

佛山相亲大会报名的最后一个

周六，出现了报名人数猛增的情

况，其中年轻单身男女报名的比

例出现了大幅增长，而且本人来

报名的占了绝大多数。

来报名的小伙王涛(化名)
表示，平时工作忙，下周可能要

出差，但是错过报名可能就真

的错过自己命中的另一半了。

“本来周六有会，我把情况和领

导说了，领导让我先来报名，会

回去再开。”在报名现场，王涛

遇到了一位心仪的姑娘，1990年
出身，目前在银行工作，长得白

皙漂亮，主动交谈后两人彼此

留下了联系方式，相约以后有

时间再继续交流。

3月19日，是“三月三千佛山

相亲大会”报名的最后一个周

日了，如果你还没来报名，真要

抓紧了，否则下周真的要向领

导“请假”才能出来报名了。相

亲会官方报名点济南市历下区

千佛山景区正门东侧(北门)，电
话:82662325。

齐鲁工业大学或改名
山东第一工业大学
□记者 董广远

生活日报3月18日讯 今年1月22日，齐鲁

工业大学吧网友爆料一张署名为山东省教育厅

的“省医科院等3所科研机构与有关高校整合共

建工作分工方案(初稿)”的文件，其中提到，整

合齐鲁工业大学与山东省科学院，成立山东第

一工业大学(暂用名)。
18日，相关知情人士透露，山东第一工业大

学这一名称已经报送有关部门批准。如若获批，

齐鲁工业大学有可能再次改名，改为山东第一

工业大学。

相关人士透露，目前齐鲁工业大学正在和省

科学院进行博士点的联合申报。记者了解到，齐鲁

工业大学和省科学院目前都没有博士授予点。

2013年，齐鲁工业大学由山东轻工业学院

更名为现名。而齐鲁工业大学之前多次传言要

改名。

山东大学自主招生
新增新闻传播类10人
□记者 董广远

生活日报3月18日讯 日前，山东大学2017
年自主招生简章发布。记者梳理后发现，自主

招生计划中新增新闻传播学类10人、取消药学

类20人计划。青岛校区计划不变。特别标明的

是，根据生源情况，总计划和各专业计划可适

当调整。

今年山大自招对报考条件更加细化，甚至

说明具体落款。比如，要求全国高中数学联赛

(省级赛区)二等奖及以上获得者，证书落款为

“中国数学会”，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省级赛

区)二等奖及以上获得者，证书落款为“中国物

理学会”。同时，对以第一作者身份获得与报名

学科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也作出说明，要

求是非实用新型专利。

在报考时间上，报名时间为2017年3月18日至

3月31日，考核时间为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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