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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子集团的混改新使命

就业招工两难咋破解

<<上接 A1 版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东方电子集团控股子公司——
—东
方电子（000682），于 22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最新进展，计
划以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烟台卓能电池材料股份

导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有限公司（下称“卓能材料”）87.5%股权、希格玛电气（珠

严文达 章亚斌） 从山东省财政厅

海）有限公司（希格玛电气）51%以上股权、烟台东方威思顿

因信息不对称
等原因，高校和企
业成了“困境中的
囚 徒 ”—每
—— 一 方
做出的选择都不是
让二者双赢的最优
项，并造成了双方
就业招聘的矛盾

获悉，近日山东省财政结合中央资
金，提前下达各市、直管县 2017 年
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改薄”资金18.8
亿元。
在资金分配上，山东省财政根
据各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规模、财
力状况、改薄规划及投入情况等因
素测算分配。为加大对困难地区的
省财政直
支持力度，
对财政困难县、
管县基础补助因素进行了上浮。在
资金使用上，优先保障全省贫困村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威思顿”）70%股权。卓能材料
（834314）与威思顿（831786）都是新三板挂牌公司。
值得关注的是，这项资产重组的背后，亦有烟台市国资委
的身影。卓能材料的控股股东为烟台联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烟台市国资委，威思顿的实际控制人也为烟台
市国资委。
卓能材料主营锂电池原材料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是
山东省首家磷酸铁锂制造商；威思顿是专业从事能源计量管
理系统解决方案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希格玛电气则专业生产配网设备，包括电力自动化软件和
电气设备等。

中有改薄任务学校的资金需要，优
先支持少数民族学校及特殊教育学

◆导报记者

杜杨

4 年下来很多企业都不知道该校有这个本

济南报道

校，重点解决薄弱学校的基本办学
条件问题。

明年全省高校毕业生
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又到年底招聘季袁 让企业头疼的用工

科专业袁首批该专业毕业生野全W覆4 冶袁一
个都4X 到对口工作遥

难问题再一次冒了出来袁 某国有银行上海

教育专家袁长期从事升学尧就业辅导工

分行行长就曾碰到过这么一件头疼的事

作的YZ 东方[ 科技有限公司高级\]^

要其 下 属 某 支行 十 几 名员 工 集 体 辞
情要要

庆认为袁上述野囚徒困境冶是一个问题的两

职袁让整个支行的工作陷入停滞遥

导报讯（记者 曹凤芹）日前从

企业面临用工难袁 高校学生却面临就

个方面袁野一方面袁 高校专业设R 与企业需

惠K 尧 青岛软件园等企业合作开设了软件
- 然袁 校企合作也有波折遥 j 进k 直

言袁不少企业在合作中C 乏诚意袁仅把学生
- 做临时的廉价劳动力遥 野: 有文化倾向于

共同发展尧合作共赢的企业袁_ 能与我们合

作遥 冶他M 此认为袁校企合作的根本是双方

求完全脱* 袁 造成了学生毕业后X 不到工

彼此成就遥

合大学 野彼此成就冶 的合作企业袁 二者自

作袁而企业也X 不到合适的人_ 袁招工难曰

不接受联合体投资

工程尧电子信息工程尧日语等本科专业遥

毫无疑问，东方电子集团此番拱手相让 49%股权引进的
战略投资者，必将经过精挑细选，具有较强实力。
对于投资者应满足的条件，东方电子集团要求，意向投资
方须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或其他经济组
织，并具有良好商业信誉、社会声誉、诚信记录、纳税记录和财
务状况。

山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

业难遥 经济导报记者采访发现袁个别高校与

议上获悉，今年全省非师范类高校

社会脱钩严重袁 开设社会需求量极低的专

Q 一方面袁 学生经) 了十几年‘abcd

毕业生总量约 65 万人，
87.79%已实

业袁学生自然就业难遥 教育部曾接连发文对

高了自我预期袁 使得e 次就业成为毕业生

现就业。

这些就业率低的专业野亮红牌冶遥

f 中g 低目标的权h 之计袁 所以一旦有机

都是前者捐赠的产品袁 学生就业时自然与

团增资扩股完成后支持公司的产业投资方向，并能提供相应

会就IJ

前者无缝衔接遥

的财务支持。

今年以来，山东省组织高校毕

受访的教育界人士认为袁学生就业难尧

业生省级就业集中招聘活动 40 场

企业用人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遥 因信

次，近 1.8 万家单位提供招聘岗位

息不对称等原因袁高校和企业成了野困境中

32 万余个，有 40.27 万名高校毕业

要每一方做出的选择都不是让
的囚徒冶要要

生进场求职，达成就业意向 11.49

二者双赢的最优项袁 并造成了双方就业招

万人。明年全省非师范类高校毕业

聘的矛盾遥

生数量预计达到 57.1 万人，同比增

上述野囚徒困境冶如何破钥 不少企业和

袁造成企业’ 不住人遥 冶

冶是i 山东一所民校解决

j 进k 的一次到访解决的遥

有推广价值也就备受瞩目遥

j 进k 是在山东工作的上海人袁 lm

高校选择了野校企合作冶的方式袁还
公众!"

然严峻。

培养冶等模式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遥

有很多话题no

野双节冶持公园通游年票
可半价逛野生动物园

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矩袁所以两人话题一时打不开遥

生出

然而突如其来的集体* 职反而让 野双

本冶成为其纳新的+,
. 实习季袁野/0

院- 时既. 毕业季又

中的行长冶 先后联系了上

海所有高校的金1 专业袁 2 尽口3 也4 能

野t 需要多少人钥 我现在就给ts

来遥 冶对方

反问院野. 毕业季袁教学任务u 么办钥 冶j 回

其基金管理人工
东方电子集团曾规定，
“意向投资方为基金的，
商注册时间不低于 5 年。
”然而之后，
东方电子集团又发布了变

依然野我行我素冶遥

更公告，
将这一项条件删除，
不再限制基金管理人的注册时间。

不过袁 单纯以就业率来决定专业的存
废是% 妥- 袁这在教育界内外都有议论遥

山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团委书记

2017 年将成国企改革成效年

侯昭瑾就认为袁 尽管不少专业因就业前景
堪忧屡屡i 亮野红牌冶袁p 如法学尧英语尧生
物等属于基础学科袁 为学生在职场的发展
公办院校在研V 企业需求的同时袁一
些民校却在尝试摆脱仅以就业率尧 企业需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较往年更大的篇幅，对
新一年国企改革做出了部署，释放了加速推进改革的信号。
业内认为，此次会议明确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重
要“突破口”，抓住了产权制度改革这一核心，有利于国企塑
造发展新动力，而要求在电力、石油等行业领域迈出“实质性
步伐”，给了市场参与国企改革更多的想象空间。

本冶规矩袁试用山东联合大学的学生曰而山

学科与学生未来发展的需求遥 野未来山东联

投资机会正吸引大量社会资本参与。

物业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学生n 以在自己学

已全部制定方案。其中，交运集团突破单一改革形式，采取

89

用人难的不: 是; 位行长袁 上海

电? 有限公司也面临’ 人难和用工

东联合大学也} 借这批学生的优~ 表现袁
打开了上海金1 界的大

遥 对于这次成功

的野推销冶袁j 进k 认为这是民校以社会需

合大学要有自己的酒店袁让酒店管理尧电? 尧

校实践遥 冶j 进k 对学校的发展如此规划遥

作为改革样本省份，山东省国企改革亦在加速推进，相关
目前，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层面，山东省首批混改试点企业
“存量 + 增量”改革模式，解决了一系列操作难题，促进了改

叶电? 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曳的规范要

求为导向的野血统冶使然遥
民校如此袁 不少高职院校也采用了以

设R 专业袁并以此培养学生的工作技能袁这

用人单位需求为导向的专业与课程设R 遥

经批复同意后将尽快实施。同时，山东积极推进具备条件的企

=> 电?E 总经理F 宣东告G 经济导报记

是解决企业用人难尧 学生就业难的一种思

业实施整体上市，山东高速、黄金集团等 6 户企业近 100 亿元

求袁全国电? 维保人员C 口在 50 D 人遥 <

全价票（160 元 / 张）可享受 5 折

者袁 公司不得不H2 大量时间对员工进行

特惠 （80 元 / 张）；身高 1.2 米—

技能培训袁还担心他们培训结业就IJ

遥

^ 庆就对YZ 某高职院校的野新媒体运营冶
专业印象深刻袁野比如一个服装品牌的公众
袁 ; 么在应聘过程中老师就S

野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袁以就业率为依M

路遥 冶^ 庆总结道袁野目前来看这种思路很难

心态，不敢轻举妄动。如今，随着政策的逐步明朗，地市级国有

儿童长者票（80 元 / 张）可享受 5

象袁MF 宣东NO 袁2014 年前全国几P4 有

学生一起袁 把这个公众号的运营方案做出

应- 让学生X 到自己的人生定位袁 而. 单

来了遥 : 要应聘成功袁第二w 公众号就能正

纯的知识宣教遥

近日，济南市城市园林绿化局

业设R 却S 社会需求严重脱节遥 省内某高

发布《关于调整公园年票游览范围

校教师就曾向经济导报记者反T 袁4 年前时

常运营袁这_ 是校企间的无缝衔接遥 冶

高校开设电? 专业课程曰Q 一方面袁高校专

主业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更值得关注的是，各地市层面，如今也已积极行动起来。

者反思遥 冶^ 庆反思的结果袁就是认为教育

目前袁企业招人难尧用人难已成KL 现

号招聘\]

革顺利进行。山东省国资委还起草了员工持股试点实施细则，

成为高校的主流袁 p 值得每一名教育工作

1.4 米儿童购买济南野生动物世界

的补充通告》，自今年 12 月 22 日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在最早发布增资扩股项目公告时，

毕业生6 上到7 遥

@的双重困境遥 依A 国家质检总局B 发的

折特惠（40 元 / 张）。

此外，东方电子集团强调，本项目不接受委托（含隐名委
托）、信托、联合体投资。

校并. 主流袁 不少公办院校在专业设R 上

提升带来更多n 能遥

几次三番袁 行长提出的| 难性要求j

权交易中心交纳 3.50 亿元保证金。

然而经济导报记者发现袁 目前大规模

习遥 冶又问院野y 试u 么办钥 冶答院野试z{
下$ 后y 试遥 冶

效后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增资价款。持有东方电子集团
的股权 5 年之内不转让，并在挂牌公告期满前向烟台联合产

尝试校企合作以解决上述野囚徒困境冶的高

答院野学生vw 是员工袁 下$ 后在会议x 学
来袁

在出资方式上，意向投资方须以货币出资，在增资协议生

求为导向的单一y 量袁 开始兼顾学校完善

旦、
春节，
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再推优

游年票成人购买济南野生动物世界

行需求的毕业生时袁 j 进k 就对行长说院

集团承担公司增资扩股前的全部债权、债务，履行原已签订的
全部合同，切实维护职工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东方电子集

进k 都有解决方案袁于是前者决定打破野双

<=>

2017 年 2 月 28 日，持济南公园通

是为向银行推q 本

同时，意向投资方还须承诺，增资扩股完成后的东方电子

让一所学校动员十几个5 合野双本冶要求的

从济南市园林绿化局获悉，明年元
惠 活 动 。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袁 pj

- 知道上海各大高校都s 不出满足银

工要野双本冶袁( 野本科学) 尧本地户口冶遥

导报讯 （记者 曹凤芹）25 日

这位行长是在上海工作的山东人袁 两人本
校毕业生而来袁而行长需要严r 野双本冶规

文提到的银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院 招聘员

既然部分高校已经在校企合作方面探
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模式袁 这些模式是%

历史新高，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依

不知是% 为了& 归属感’ 下员工袁上

2014 年合作野订单$ 冶以来袁学校所用教具

的袁具体来说袁是因山东联合大学常务校长

增长 10.8%，增幅再创
加 5.58 万人，

能# 的 野企业$ 冶野订单$ 冶野定向

电? 有限公司就是山东联

野以学生为中心冶

校企合作的探索
野行长的/0

上海<=>

“此前，很多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及国资委，都有观望的
企业的改革需求和意愿，也将逐渐释放，从而更好地将国有企
业的实力和民营企业的活力相结合。地方政府亦乐见其成。”

此外袁近年来一些

陈华表示。

任该校校长力排众议袁 坚持设立项目管理

本科院校也在 专 业设

对此，中泰证券分析师杨涛表示，目前中央顶层设计

起，持公园通游年票购买济南野生

专业袁而野在全国设立这个本科专业的高校

“1+N”配套政策体系基本搭建完毕，十项试点多数已全面铺

动物世界门票可享门市价 8 折优惠。

不U 过 3 所袁其余多是研V 生专业冶遥 结果袁

R 方面尝试校企合作袁

o 城大学 2015 年就与

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做好新形势下纪检监察工作
张洪强

开，
“预计 2017 年将成为国企改革成效年。”

德州市公安局陵城分局院

重拳打击黑恶势力团伙

察队伍的作用袁在抓常尧抓细尧抓长上下工夫袁持

导报讯（记者 谢卫振 通讯员 吕晓璐）近日袁

上指出院野全面从严治党袁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袁

扎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纪检监察工作

之以恒推进野三转冶袁持之以恒纠正野四风冶袁实现

德州市公安局陵城分局打掉一敲诈勒索在校学生的

基础在全面袁关键在严袁要害在治遥 冶习近平总

党中央关于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明

转作风尧改作风的常态化尧长效化袁坚决防止问

犯罪团伙袁抓获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 7 名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十八届六次全会

具有重大意义遥

2016 年以来袁该局坚持野打早打小尧露头就打尧

垦利区经信局院

延长产业链条
优化产业结构
导报讯（通讯员 程振辉）垦利区经信局深
入实施工业企业二次创业袁 加快推进传统产业
高端化尧新兴产业高新化尧优势产业集群化曰引

书记的重要讲话袁深刻阐释了全面从严治党的

确了纪检监察工作的新任务袁 纪检监察机关必

题反弹遥要把握监督执纪的野四种形态冶袁进一步

新内涵袁明确提出了管党治党的新要求袁是推进

须适应新常态尧落实新任务袁创新工作方式袁聚

拓宽监督渠道袁把自我监督尧群众监督尧行政监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遵循遥 纪检监察机关必须

焦监督执纪问责袁 扎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纪检监

督尧党内监督尧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有机结

动袁对所有涉恶人员尧案件尧线索及时汇总整理袁准

重点实施芳烃产品综合利用尧 石油装备产业园

全面认识尧准确把握尧狠抓落实袁深入贯彻落实

察工作袁发挥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要作用遥

合起来袁逐步形成全方位尧多层次的监督体系遥

确打击遥 截至目前袁共打掉涉黑恶团伙 6 个袁抓获涉

等项目袁推动产业链向两端延伸尧向高端迈进曰

全会精神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遥

1.创新开展廉政教育遥 要建立廉政学习尧廉

4.扎实推进案件查办遥 要重点围绕大宗物

除恶务尽冶 的原 则 袁 周密 部 署 野打 黑 除 恶冶 专 项 行

黑涉恶犯罪嫌疑人 22 名袁涉及案件 40 余起袁有效遏

导企业注重整合重组尧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建设袁

发展智能制造业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袁加

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重大意义

政党课尧新任领导干部廉政培训等制度袁丰富载

资采购尧公开招投标尧工程建设尧人事安排等重

制了黑恶犯罪袁 有力维护了全区社会稳定和治安大

快先进装备引进尧应用袁重点推进明珠专用汽车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

体和教育途径袁采取专家集中辅导尧法制教育报

要环节袁围绕元旦尧春节尧端午尧中秋等重要时间

局平稳遥

生产尧胜通钢帘线智能车间示范点等项目建设袁

宁津农商银行院

带动新兴产业突破发展遥

纵“深”管理
构建审计监督组合体系

乳山市国税局院

作为协调推进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的重要举

告会尧收看警示教育片尧现身说法等形式袁使党

节点袁围绕家属区尧旅游景点尧酒店尧农家乐等重

措袁不断引领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遥

员干部切实增强野四个自信冶袁筑牢野不想腐尧不

点场所袁围绕公款吃喝尧公车私用尧公款旅游尧借

从野八项规定冶出台袁到反对野四风冶袁到推进党的

能腐尧不敢腐冶的政治防线尧道德防线和法纪防

婚丧喜庆敛财等关键问题袁 围绕党员干部的廉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袁到依规管党治党建设党袁再

线袁自觉抵制不正之风遥

政风险点袁定期开展分析评估与集中排查袁有针

召开加强“两节”期间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2.大力弘扬廉政文化遥 要把廉政文化与社

对性地排查问题线索遥要发挥举报信箱尧举报电

野四种形态冶袁 无一不体现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袁 通过加大正面宣

话和网络舆情的作用袁坚持无禁区尧全覆盖尧零

导报讯（记者 谢卫振 通讯员 牛艾芹 李连凤）

识的与时俱进和不断深化袁展示了全面从严治

传力度袁用健康向上尧先进的廉政文化占领思想

容忍袁敏锐捕捉筛查袁发现案件线索及时查处袁

今年以来袁 宁津农商银行深入贯彻落实德州银监分

导报讯（通讯员 沙婷婷）近日袁乳山市国

党的坚定信心和坚强意志遥

道德战线袁提高党员干部的野免疫力冶曰把廉政文

确保抓早抓小袁早提醒早查处袁早教育早纠正袁

局野十二回归冶专项活动要求袁实行对审计专业人员

税局组织召开加强元旦尧 春节党风廉政建设工

化与地域文化尧企业文化有机结合袁通过廉政文

既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袁 又防止党员干部从违

综合业务能力和业务素养的全流程管理袁 并将信贷

作会议袁会议由纪检组长宫斌主持袁中层以上干
部全部参加遥

到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尧把握运用监督执纪

从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发展到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袁明确回答和强调了全面从严

化宣传栏尧廉政格言尧廉政短信尧廉政微信等形

法违纪走向犯罪的深渊遥 要加强对典型案例的

管理尧会计内控尧信息科技尧安全保卫等各环节各领

治党谁来抓尧谁来负责尧谁是第一责任人的重

式袁提高廉政文化的野感染力冶曰把廉政文化与社

剖析袁通过举一反三袁建章立制袁堵塞漏洞袁防微

域要点以及屡查屡犯问题袁全部纳入常规审计方案袁

大问题袁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变化袁更是实践的

区文化尧 家庭文化有机结合袁 通过加强员工家

杜渐袁加大源头治理力度袁促进惩治成果向预防

对辖内网点实行野地毯式尧全覆盖冶检查袁消除审计

发展尧认识的深化袁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

属尧子女尧身边工作人员廉政教育袁提高廉政文

成果转变遥

治国理政方略袁 对于与时俱进加强党的建设尧

化的野辐射力冶遥

野盲点冶遥

管理和监督袁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袁

3.继续强化执纪监督遥 要充分发挥纪检监

渊作者系泰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

宫斌带头学习 叶中共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党

组纪律检查组关于加强元旦春节期间党风廉政
建设的通知曳袁并对提升思想认识尧压实主体责

同时袁实行审计项目组长负责制尧现场审计实时

任尧强化执纪问责等提出要求袁要求全体党员干

审理制袁抓实问题整改整纠袁构建审计监督综合保障

部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从严治党要求袁不

体系袁突出审计结果转化应用袁提升合规管理能力遥

断提升作风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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