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携名企赴名校，广发引才邀请函
我市“名企名校行”山东大学站系列活动昨日举办

融入双循环 开放再出发
中韩烟台产业园媒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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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益生菌驼乳粉免费试服
驼乳粉沙漠之珍

品，来自祖国西域的
馈赠，海拔 6000米昆
仑山水孕育着驼乳特
有的气质，采用瞬间
直喷杀菌技术，保证
驼奶的营养品质，易
溶解，不腥不膻，顺
滑醇厚。驼乳粉含有

大量人体所需的不饱和脂肪酸，十几
种对人体有益的氨基酸，每升驼乳粉
中约含15个单位的胰岛素，并且驼奶
富含牛奶中缺少的乳铁传递蛋白和溶
解酵素，每天喝一杯驼乳粉相当于5杯

牛奶、3杯羊奶的含量。
为鼓励身体病弱的老者重拾健康

的信心，优恩厂家免费发放驼乳粉试
用，仅限每天前 100 名打进电话的读
者，活动仅针对 50 周岁以上的读者，
每个家庭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参加活动领取者按报名先后顺序发
放，发完为止，报名的读者经过审核
通过后，即可通过快递送货上门，不
收取任何费用！
免费试服电话：

1、高档野生即食刺参：纯正野生，6-
8年壮年参，肥美新鲜，营养充足。市场
价798元/斤，今天直接码头价333元/
斤，推出买3斤送3斤活动，6斤90-120
头只需999元。本周更推出“买6斤送8
斤”特惠，14斤只需1998元，吃半年。

2、大连深海极品野生即食“参王”：
今年头茬秋参，纯野生、肉厚、底播海
参、长参龄、壮年参，口感佳，市场价550
元/斤，现买2斤送2斤，4斤特惠价，共
998元。本周更推出“买4斤送5斤”特
惠，9斤只需1996元，吃半年。

3、大 连
纯野生淡干刺
参：秋捕野生
8年以上壮年
参，刺长肉厚、
口感筋道，涨
发10斤以上，
专柜价2999元一斤，现特惠2399元，本
周更买1斤送1斤，折合1199元/斤。

4、高档沂蒙山野生成熟蜂蜜：纯天
然，不勾兑、不添加，香甜可口，滋补佳
品，本周特惠买4斤送5斤，9斤300元。

海参 蜂蜜半价抢购
从工厂直送到家 省去中间环节 让利读者 更实惠

电话：400-848-7677（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刘洁 通讯员 王聪 于洪
鹏 摄影报道）一路走，一路
看，一路拍，一路记……昨日，
中韩烟台产业园媒体行活动
正式启幕。

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新社、山东电视台、大众日
报、韩国中央日报、今日亚洲、
韩国亚洲经济新闻、韩文《金
桥》杂志、光明网、国际在线、
中国网等 20余家纸媒、广播
电视及重点网络媒体的大咖
们走进中韩烟台产业园开发
区片区，看展厅、访基地、进企
业，全方位了解烟台对韩合作
情况、韩企在烟发展情况等，
深度领会中韩烟台产业园在
中韩对接发展战略、共建“一
带一路”、深化中韩服务贸易
和投资合作等方面发挥的作
用及取得的成就。

烟台开发区城市展示中
心，一个全面介绍烟台开发
区发展历程、规划建设、产业
发展等多方面内容的平台，
吸引了媒体记者的驻足观
看。中韩经济文化交流中
心，一个集招商、路演、论坛、
会议、展示于一体的“会客
室”，这里有烟台市首个外资
律师事务所韩国法务法人温
大地律师事务所。在这里，
大家深度了解了在烟韩企的
发展情况、烟台对韩的招引
政策等。

刚刚入驻中韩经济文化
交流中心的烟台市外商投资
企业协会韩商投资企业分会
首席副会长金正昊介绍说，
现在进驻烟台的韩国企业有
斗山、LG、大宇造船、现代重
工、浦项、现代汽车等韩国代
表性的大型企业以及相关的
外驻加工企业近1000个，“烟
台给了韩国企业发展很大的
帮助，我们也将发挥分会作
用助力企业做强做大。”金
正昊如是说。

来自“家乡人”对烟台对
韩开放合作的肯定，让韩国
CBS电视台的安成鏞感触颇

深，“烟台支持韩企发展的氛
围浓厚，让我们看到了中韩
合作的广阔前景，有助于实
现韩中两国共赢”。

在烟台蓬莱国际机场，
媒体记者详细了解了烟台与
韩国的通航情况。据介绍，
韩国已经成为烟台蓬莱国际
机场最重要的国际地区客源
市场，实现了与仁川定期通
航，与釜山、清州、济州等城
市保持不定期通航。疫情
前，仁川客运航线周出港达
到 50班，年输送中韩往返旅
客超过 61.9万人次，年客运
航班班次占烟台机场整个国
际客运航班的 60%以上，出
入境旅客占所有国际航班出
入境旅客人数的 70%以上，
客运航班的架次和旅客吞吐
量均位居全国机场前列。

一天时间的采风，让韩
国今日亚洲驻中国首席代表
洪淳道深受触动，“烟台政府
为韩国投资者提供了便利的
生活工作环境,吸引了斗山、
现代汽车等众多大企业在烟
投资。在烟台有韩语标注的
路牌、韩国政府直属的韩国
学校、韩国超市等便利设施,
韩国人在这里工作生活都很
方便，对韩国企业而言，烟台
就是一方投资的热土”。洪
淳道表示,会积极地进行宣传
报道,及时向韩国企业介绍中
韩烟台产业园良好的产业基
础和政策优势，为深化烟台
与韩国的合作鼓与呼。

发布人才政策
烟台引才再添“砝码”

昨天下午，山东大学中心校
区和平击剑馆人头攒动。烟台人
才政策一经发布，引来学子们赞
叹连连——

对首次新引进到我市企业工
作且缴纳社保一年以上的博士研
究生、硕士研究生、“双一流”高校
和全球前 200名高校的学士本科
生，分别给予每人每年 3.6万元、
2.4万元、1.2万元生活补贴，补贴
3年。博士研究生进入我市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或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进行研究的，在站（基地）期
间每年给予不低于 10万元生活
补贴。博士后出站留烟工作且缴
纳社保一年以上的，再给予 15万
元生活补贴。

对首次新引进到我市企业工
作且缴纳社保一年以上，并在烟
新购商品住房的博士研究生、硕
士研究生、“双一流”高校和全球
前 200名高校的学士本科生，分
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5万元一
次性购房补贴。对新引进到机关
事业单位（含中央、省属驻烟单
位）工作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人员、博士研究生（含副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人员）、硕士研究生，分
别给予6万元、4万元、2万元一次
性购房补贴。

市县两级筹集建设 4000 多
套人才公寓，统筹安排来烟人才
租住和周转使用，本科以上学历
人才即可申请，符合条件的人才
可直接“拎包入住”……

“烟台这座城市令人向往，今
天发布的每项政策都极具吸引
力，很多同学都想去烟台，绽放自
己的青春才智。”山东大学机学生
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工作人员说。

签订协议
校地合作拓展新领域

昨天的活动现场，我市与山
东大学在合作共建研究生实践基
地、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烟台高
层次人才创业园等方面签订了 3
项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了校地
合作关系。

针对我市高校优秀毕业生引
进需求，合作共建研究生实践基
地，每年安排一批研究生来烟开
展实习实践活动，让毕业生先期

进入工作岗位，了解企业运行，提
升实践能力，同时与企业技术研
发相结合，实现社会实践、企业引
才和科技创新三者有机结合。

针对我市重点产业和高校研
究生培养需求，共建研究生联合培
养基地，探索校地联合培养新机
制，采取校企合作、共同培养模式，
每年定向遴选部分博士、硕士研究
生到企业生产科研一线实地培养，
加强专业课程与科研实践有机衔
接，从而实现提升研究生专业实践
能力和我市引才、育才、留才目标。

针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和吸
引高校高层次人才来烟创业，合
作共建烟台高层次人才创业园，
依托山东大学创新创业资源优势
和我市高端创新创业特色平台，
以共建烟台高层次人才创业园的
方式，通过系列政策扶持，引导有
项目、有创业意向的专家教授和
博士、硕士研究生来烟创新创业，
力促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定向招聘
500余名学子逐梦烟台

“收获很大，政府牵头企业组

团，比我们企业单打独斗更有影响
力。”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效
公司人力资源部科长赵双洋说，此
次招聘会中，正海磁材受到毕业生
青睐，展位前一度排起了队。

在全省全国各地纷纷争夺
“双一流”高校优秀毕业生资源的
形势下，我市组织近百家企事业
单位赴山东大学开展“名企名校
行”专场招聘会，受到企业欢迎。

记者看到，烟台职业学院、烟
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烟台山医
院、烟台疾控中心等 13家事业单
位进行现场报名，市直其它事业
单位和芝罘区事业单位现场接受
咨询，共提供 2678个优质岗位，
其中需求博士硕士 378人，本科
2300人。

1307名毕业生参加洽谈，916
人投放简历，527人达成来烟就
业意向，为我市争夺 2021届优秀
毕业生打下了良好基础。

尊才爱才始终是烟台的优良
传统。全市人才总量已达到 181
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9.4万人，
每年新引进各类人才 4 万人以
上，高层次人才 5000多人，越来
越多的人才选择逐梦烟台。

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刘志坚 摄影报道
最高20万元的购房补贴，70余家事业单位，80余家知

名企业，2678个优质岗位，招才引智诚意满满；
1307名毕业生参加洽谈，916人投放简历，527人达成

来烟就业意向，3个含金量高的项目当场签约，“名企名校
行”硕果满满。

昨天下午，我市“名企名校行”活动走进山东大学。活动
期间，集中举行了人才政策推介暨校地合作签约仪式，校地双
方签订了3项合作协议。活动吸引了山东大学济南、青岛、威
海各个校区毕业生参加，让港城人才“蓄水池”活力无限。

中韩烟台产业园媒体行活动启幕，
中韩媒体大咖聚焦烟台对韩开放发展——

“烟台是一方投资的热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