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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一婷

>>>链接产业

建设浮山湾国际人才港“聚才”，
深化校企地合作“用才”，设立国内首
家人才旅社“揽才”……今年，市南区
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纳入区为民办
实事，通过搭建全要素平台、加速产学
研用融合、营造全链条生态，打响“智
汇市南”品牌，构筑人才聚集与成长的
新高地。

>>>开放格局

浮山湾国际人才港
“八方聚才”
一座浮山湾国际人才港，让市南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底气更足。
6月21日，青岛浮山湾国际人才港
继5月份开门纳客、启用浮山湾海外人
才枢纽站（韩国）后，再续华章——
— 浮
山湾海外人才枢纽站（美国）设立，位
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大芝加哥地区的安
恩斯教育集团总部，将为海外人才回
国发展搭起“鹊桥”。
“浮山湾国际人才港站位全球化
视野、市场化思维，是‘楼宇+延展服
务’模式赋能国际人才的全新尝试。”
如市南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人社局
党组书记、局长洪琳所言，建设浮山湾
国际人才港，是市南把握国际化大都
市样板区的大势之趋。其以人才招引
平台为支撑，企汇、创新创业、孵化三
中心为主导，青岛海创园为引擎，加速
企业孵化、遴选合作技术、引进培训人
才，将成为市南乃至青岛的人才集聚
高地、
海归创业首选。

校企地携手打造
“用武之地”
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
键期。
“来松立集团见习后参与真实的
项目开发，与在学校时的基础模拟有
一定联系。”在市南见习的大学毕业生
孔淑蕾说。
近年来，市南深化校企地就业创
业合作共同体，实现学生所学专业技
能与地方所需人才、企业所需岗位精
准对接、长期合作。先后认定中科院海
洋研究所、海信集团、市政集团等“星
级”企事业单位为青年见习基地，推进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形成人才“强磁
场”。同时，拓宽就业渠道，将数字化改
革融入双创工作全链条，开展高校毕
业生“云上对接”
“ 云上洽谈”
“ 云上签
约”。
截至目前，市南设有141家见习基
地，涉及现代金融、高端商务、海洋科
技、数字技术和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
域，每年可提供见习岗位 4300 余个，
见习留用率达85%以上。
市南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主任孙智表示，市南将实施“两年两百
家见习基地”培育计划，面向全国高校
开展“职在市南 共赢未来”系列活
动，创新“线上开直播+线下进校园”打
法，让毕业生人尽其才、
各展其能。

>>>优化生态

依托人才旅社
“筑巢引凤”

星期四

在市南，
“ 此心安处是吾乡”成为
许许多多追梦人、
追光者的共同感受。
6月16日晚，坐落于中山路214号
的“才来市南”人才旅社亮相。饱含深
意的名字里，满怀市南“群英荟萃、揽
才育智”的热忱与诚意。
作为国内首家投入使用的人才旅
社，将成为年轻人来青的第一站——
—
凡是35周岁以下专科及以上首次来青
就业人才，可通过“市南人才网”微信
小程序，预约6天免费加1天低价的住
宿床位，还可按不高于市场价60%，最
长3个月的就业过渡床位。
通过建立人才和企业信息库，人
才旅社可为青年人才提供招聘信息、
就业创业指导和求职培训等精准服务，
还可帮办代办，对接政策推介、企业用
工、
创业资本等，
“足不出社”
享受专属服
务，促进人才在全区合理流动、高效集
这里还
聚。
该旅社运营负责人韩阳介绍，
融入技能换宿、
交友阅读、围炉夜话、外
语角、定制化旅游路线等时尚业态，让
青年快速融入、
留在青岛。
此外，市南推出系列优惠补贴、就
业指导、帮扶服务等“一揽子”政策。譬
如，落实高校毕业生住房、青年人才在
青创新创业一次性安家费等，推行毕
业生业务“网上办”
“码上办”
“不见面”
办理，以“真金白银”为毕业生保驾护
航。
如今，市南大地风正劲足，战略性
新兴产业加快布局，在区域发展大局
的能见度、科技创新版图中的显示度
日益提升，成为各领域人才近悦远来、
施展抱负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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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市南，好戏连台
市南69家中小企业上
榜
“专精特新”
□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杨

近日，2022 年度第一批青岛市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公布，市南
区松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中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等69家企业
上榜，数量较往年增长35%，认定企
业数量和质量均创近年来新高。
今年以来，市南区工业和信息化
局以培育实体经济和
“四新”
经济领域
企业为重点，引导更多民营中小企业
走
“专精特新”
发展之路。
截至目前，
区
工业和信息化局辅导并推荐的第一批
86家企业申报2022年度青岛市
“专精
特新”
中小企业，69家企业申报成功；
辅导推荐的8家企业通过山东省瞪羚
企业市级审核并全部推荐至省级终
审；
辅导推荐4家企业参加青岛市首场
“专精特新”
企业卡位入链活动，
促进中
小企业融通发展；成功承办青岛市
2022“激扬新消费、
壮大新制造”
首季
组织5家优质企业
民营经济创意活动，
参加，
以市南区数字经济为主题，
进行
产业专题路演，
以资金、
技术、
资源等方
面的支持，推动资本和企业有效对接
和沟通，
助力市南新经济快速崛起。

倡导绿色低碳，共建美
丽家园
□半岛全媒体记者

徐玮苓

为倡导绿色、
低碳、
文明的生活方
式，
践行
“绿色低碳，
节能先行”
“
、落实
‘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活动主
题，近日，金湖路街道在山东路、泰州
路、
金湖路、
延吉路等多处楼院开展垃
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提高居民垃圾
分类意识，
助推辖区生态文明建设。
活动现场，来自辖区派出所、社
区、执法中队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
通过设置易拉宝、发放宣传单页等多
种形式，面对面向居民普及垃圾分类
撤桶并点相关政策，宣传分类投放集
赞兑换等奖励机制，使居民深入了解
垃圾分类各项工作要求。

推进市容整治，提升环
境品质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成钰

徐抒彦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五四广场
及周边沿海一线地区游客持续增多，
为进一步营造整洁、
有序的景区环境，
近日，市南区综合行政执法沿海景区
中队、
机动中队、
香港中路中队、
珠海路
中队联合公安、
交警、
海滨风景管理处
30，
采取
工作人员夜间延时执法至23：
定岗固守和徒步巡查相结合的方式，
对占路经营、露天烧烤以及车辆乱停
乱放等影响市容交通秩序的违法行为
及时进行制止和查处，确保五四广场
及周边沿海一线环境整洁、
秩序良好，
得到游客和居民的一致好评。

下一步，市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将进一步强化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
合，
建立联勤联动常态化机制，
对市容
秩序乱象及时发现制止，依法严厉查
处，
推动市容环境品质持续改善提升。

“双向奔赴”
，助力低碳发展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赵洪东

高晓飞

6 月16 日、17日，青岛市生态环
境局市南分局党组与海化院党委联
合 开 展“ 企 业 进 环 保 、环 保 进 企
业”——
—“双向体验日”活动，互邀人
员分批次体验彼此工作，换角度思考
职能职责。通过亲眼看、亲耳听、亲手
做、亲身悟，多角度、全方位认识和感
受部门和企业工作特点，增进彼此了
解，增强思想共识，共同促进辖区环
境经济质量
“双提升”
。
此次活动，是市南分局开展生态
环境部门党组织联系企业，实地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助力企业低碳发
展的实际举措;是企业人员体验生态
环境部门业务工作，
进行社会监督，
给
生态环境工作建言献策，促进部门作
风能力提升的一次有利契机。
下一步，
市南分局党组将继续联合辖区企业党
组织共同开展“工作方法面对面 依
法规范促发展”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活
动，将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充分发挥出来，
共同营造
“企
业安心 环境安好”
的营商环境。

□半岛全媒体记者

段轶琳

30余场沉浸式戏剧演出、11场
“幸福市
南”
欢歌热舞社区百姓舞台演出、
20余场
“山
海湾城 艺享市南”
主题文化活动……炎炎
夏日，
怎少得了活力四射的文艺活动。
6月17日晚，
“光影市南 剧有魅力”
市
南区首届戏剧季在“青岛遇见米兰”正式启
动。
据了解，
本次为期三个月的戏剧季将打破
传统演出模式，
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
以广德
里1898、
郭沫若故居等城市地标为舞台，
尝
试新文化空间的戏剧探索，
将戏剧融入大众
生活。
市民可通过官方公众号提前了解演出
用戏剧与生活击个
信息，
预约免费观看演出，
掌，
寻找藏在烟火气中的文艺范儿。
百姓来、百姓演、百姓看、百姓乐……
今夏，市南区文化和旅游局以百姓大舞台
为平台，在11个街道开展“幸福市南”欢歌
热舞文化惠民演出活动，让更多群众喜闻
乐见的好节目在这里展示。同时，还将邀请
糖画、衍纸等项目传承人走进社区授课，培
养居民对非遗、民俗文化的认知和兴趣，丰
富多彩的活动营造出“城市生活比蜜甜”的
具有“烟火气”的群众文化生活氛围。
7月，2022中国（青岛）艺术博览会将
在市南区启幕，期间将推出说唱剧、魔术
剧、民乐音乐会等丰富多彩的表演。为烘托
“艺博会”的艺术气氛，展现市南城区魅力，
市南区设置了以“山海湾城 艺享市南”为
主题的市南艺术演艺板块，推出本土高端
演艺专场、环境式音乐剧、沉浸式演出等
20余场独具特色的精品文化演出，为市民
带来丰富的艺术盛宴。
这个夏天，市南与你“艺”路同行，我们
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