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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先玲 浦东报道

日前，浦东新区开业指导中心推出 2012
年度创业组织发展期讲座。讲座涉及如何开

展旺季节假日的促销活动、小企业经营遇到

“五大顽症”怎么办，等等内容，还包括上海政

府创业扶持政策解读等实用性的内容。市民

若想参加讲座，可致电58724233预约。

听讲座解创业难题

合同法律风险控制“三板斧”
（6月6日9:00-11:00 凌河路69号221室）

上海政府创业扶持政策解读
（6月7日14:00-16:00 上南路4588号6楼）

小企业经营“五大顽症”
（6月12日14:00-16:00 峨山路63号会议室）

改善您的赢利模式
（6月13日14:00-16:00 张家浜37弄4-5号）

把您的生意搬到网上去
（6月19日9:00-11:00 上南路4588号6楼）

如何开展旺季节假日的促销活动
（6月20日14:00-16:00 峨山路63号会议室）

如何开展旺季节假日的促销活动
（6月26日14:00-16:00 张家浜37弄4-5号）

小企业经营“五大顽症”
（6月26日9:00-11:00 祝桥镇成人文化技术

学校）

老板商务礼仪
（7月6日9:00-11:00 惠东路77号2楼教室）

网络推广的“八大秘籍”
（7月27日9:00-11:00 新场成人学校）

■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张匀初 浦东报道

6月1日，实验幼儿园、听潮艺术幼儿园、

西门幼儿园的小朋友走进浦东图书馆南汇分

馆，分享游戏与学习的快乐。当天，浦东图书

馆南汇分馆向小朋友开放青少年阅读指导基

地，3所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此或绘画折纸，描

绘“我的欢乐”；或诵读唐诗宋词，表达小朋友

的启蒙感受。

浦东图书馆南汇分馆青少年阅读指导基

地是小朋友的课外“补给站”。除了向小朋友

提供少儿阅读书籍外，该基地还经常举办阅

读征文，引导青少年多读书、读好书，寒暑假

期间还招募学生志愿者，培养学生的自我管

理能力。

图书馆里少儿展才艺

6月 1日，浦东新区检察院机关党委组织
10名干警代表，来到安徽霍山，向结对帮困助
学的霍山城东小学“山里娃”赠送学习用品，并
与孩子们联欢共庆儿童节。据悉，该结对活动
已持续了18年。

□杨积林 任卫东 摄影报道

检察官千里送关爱

6月 1日至 3日，联洋广场举办了“创想

未来 联洋宝贝梦想城”六一儿童节亲子活

动。网球王子、愤怒的小鸟、百发百中及夺

宝奇兵等互动节目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参

加，创意小当家等活动则培养了孩子的管

家能力。

家长金先生说：“平时工作太忙，很少带

孩子出去玩这么多游戏，也很少看到孩子们

这么开心，希望以后能常参与这样的活动。”

（王剑春）

联洋广场
举办亲子活动

■见习记者 李彦 浦东报道

6月 1日下午，进才实验中学庆“六一”文

艺汇演暨2012年“杜邦杯十大特长星光少年”

表彰大会举行。

“星光少年”表彰是进才实验中学和美

国杜邦公司合作多年的一个活动项目，也是

学校开展“扬长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活动

已连续举办了七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

“友谊星”、“创意星”、“自主星”、“实践星”等

十颗星又分设了金星、银星、铜星三个奖

项。星光少年的人数从原来的 10名扩展为

32名。经过班级、年级、校级三轮推荐评选，

这些彰显自我风采，发挥个人潜能的星光少

年从学校 2000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

进才实验中学校长杨龙表示，今年学校

有近八成的学生投身于“星光少年”的评选

中，不少学生从中找到了自己个性发展的领

域，挖掘出了自身特长，也学会了用欣赏的眼

光去看待竞争伙伴。

此次文艺汇演的节目大多来自该校艺术

节、科技节、体育节、外语活动月等学生活动

中推选出的优秀节目，万祥学校和唐镇中学

也献上了精心编排的节目。

进才实验中学——

星光少年彰显“扬长教育”

■见习记者 郭洪敏 浦东报道

6月3日，一场帮助“外来娃”们圆梦毕业

游的爱心义卖活动在 96广场举行。浦东青

联、浦东时报社、浦东游泳馆等设立的 16个

“爱心屋”摆满各自募集的爱心物品。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浦东新区委员会、上

海市慈善基金会浦东分会主办，浦东新区青

年联合会承办。在两个小时的“爱心吆喝”

中，96广场的游客们纷纷慷慨解囊。活动现

场募集善款 1.3万余元，另外收到网上捐款

1.2万余元，这些善款将全部用于帮助今年迎

来首个毕业季的“外来娃”们，开展一次精彩

的浦东游。此次义卖没有卖出的爱心物品将

悉数捐给上钢街道慈善超市，设立浦东青联

“公益毕业游”专柜，由他们继续将大家的爱

心传递下去。

爱心义卖助
“外来娃”毕业游

■本报记者 张琪 浦东报道

6月 3日，上海市第一届市民运动会“大

家乐”上海象棋联赛在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落幕，共有5支社区代表队参加决赛，普陀

区曹杨新村街道社区学校队和奉贤区南桥镇

队获得一等奖。

“一个新社区能号召全市棋友，不容易！”

当天的裁判、新区象棋协会负责人贾友福感

慨：“浦东象棋的根据地是花木、洋泾这样的

老社区，金杨是浦东开发人口导入才形成的

新社区，后来居上是因为有一批热心的人。”

贾友福娓娓道来：金杨二街坊有个露天亭台，

每天下午3点，不管刮风、下雨、下雪，居民老

张都会带着10副象棋和小板凳来布置棋局，

“5 年了，老张自己棋力一般，难得这份热

心！”因为坚持，金杨二街坊的象棋角远近闻

名，场场不落空。而且，金杨还有其他象棋

“热点”——金杨七街坊、栖山小区……以棋

会友，AA制聚会，纯粹的民间性让金杨的象

棋运动后来居上。

“别看我们金杨没有什么象棋高手，可

是，只要组队比赛，团体实力却是新区前六！”

金杨社区党工委副书记王旭光颇为得意地告

诉记者：“我们的象棋协会不仅仅是一个群文

组织，还是一个义工团队。”辖区内的六师附

小有一个远近闻名的象棋班，金杨象棋协会

的爷爷、叔叔们经常放弃休息时间，去给小朋

友们当陪练。

金杨：

象棋高手竞技

■见习记者 李彦 浦东报道

日前，“爱情，从南码头启航”交友联盟在

上海东方尚博创意产业园区内正式成立，并

进行首场活动。

首场活动在创意产业园区内的“City⁃
Chef城之厨”进行，单身男女嘉宾各 14人在

这里寻找着自己的知音。活动的第一环节是

简单的自我介绍，个别女嘉宾“初出就动人”，

活泼大方的表述，甜美的嗓音，给男嘉宾留下

了良好的第一印象。第二环节是“相约对对

碰”，编号相同的男女嘉宾先做5分钟的短暂

交流，再由男嘉宾交换座位，与其他女嘉宾沟

通。游戏“两人三脚”把交友活动推向了高

潮，男女双方在相互配合中加深了了解。最

终，2对男女嘉宾成功牵手。

南码头路街道表示，街道会继续大力支持

和推广这个全新的青年男女交友平台，也会鼓

励更多的单身朋友来报名参加此类活动。

南码头:

交友联盟成立

■本报记者 张匀初 通讯员 缪琼章 浦东报道

近日，来自惠南镇各村居的10支健身操队

伍一一登上浦东文化艺术指导中心惠南分中

心的舞台，参加惠南镇社区健身舞大赛总决赛。

该项大赛旨在“倡导健康绿色生活、共建

幸福宜居家园”。年初，惠南镇各村居相继组

建了 36支队伍，共 800余人参加排练，并于 4
月20日起进行初赛。经5场初赛，产生10支

队伍进入最后决赛。社区健身舞大赛也是惠

南镇响应浦东新区第四轮健康城区建设的一

项举措，并以此加快“幸福新惠南”建设。

惠南:

健身舞大赛举行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6月3日，“牵手光明行动”启动仪式暨“凝

聚力量、关注成长”上海青少年维权志愿者集

中行动首场行动在浦东举行。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市慈善基金会、市

“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组委会办公室主

办，浦东团区委、光明食品集团、12355青春在

线青少年公共服务中心承办。活动中，团市

委、市慈善基金会、浦东团区委、爱心企业代

表向来沪青少年赠送了近视眼镜，并为“牵手

光明行动志愿者服务队”和“青少年维权志愿

者在行动服务队”进行授旗。来自公安、工

商、人保、食药监、卫生、环保等单位，以及浦

东 12355青少年公共服务平台的百余名青少

年维权志愿者和青工系统志愿者联合为青少

年推出眼科检查咨询、消费维权、劳务维权、

社保政策咨询、心理健康咨询、食品安全宣传

等 18项志愿服务，并邀请沪上知名家庭教育

专家在金杨街道举办家庭教育公益讲座，普

及先进家庭教育知识。

据悉，浦东团区委将在2012年度持续开展

“凝聚力量、关注成长”青少年维权志愿者行

动，深入基层、社区、青少年群体，倾听青少年

心声，关心青少年成长，切实开展各类服务，维

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同时，浦东作为全市首个

开展“牵手光明行动”的试点地区，将继续联合

有关单位关注青少年特别是来沪青少年的眼

睛健康，开展眼睛健康检查、眼科疾病救助、慈

善配镜等活动，关怀他们的健康成长。

目前，项目已先后在10所农民工子弟学校

开展近8000人次眼科健康筛查，预计下半年将

覆盖到浦东地区全部41所农民工子弟学校。

牵手光明

■见习记者 郭洪敏 浦东报道

6月，又一批高校毕业生将走出校园，踏入

社会。浦东新区人才交流中心发布“校园招聘

指数”显示，今年，应届毕业生对通用类岗位较

为青睐，在职业选择中更多表现出求稳心态。

不过，专业不对口、实践经验缺乏、能力欠

佳等仍然是影响应届毕业生就业的突出问题。

此外，企业对用人成本的控制与毕业生生活成

本增加的矛盾，也是今年毕业形势的一个特点。

通用类岗位受青睐

校园供需匹配指数（岗位招聘总数/合格

有效匹配的简历总数）是“校园招聘指数”的重

要指标之一，它能反映出企业的空缺岗位和求

职者间相互匹配的结果。浦东人才交流中心

3、4月份的供需匹配指数为1.21，也就是说，企

业每发布一个招聘岗位，平均收到0.82份符合

岗位招聘要求的合格简历。

供需匹配指数大于1，并不能说明目前校园

人才供不应求。浦东人才交流中心郭颖分析，

今年高校毕业生求职成功率较高，主要原因是

大量毕业生去年即开始求职，目前多数已签

约。此外，学生求职比以前谨慎，投递出来的简

历数量不多，也是造成匹配度较高的原因之一。

浦东人才交流中心对459家企业下发《招聘

会意见征询表》，结果显示，今年应届生对于通用

类岗位，如财务和行政文秘类岗位较为青睐，在

职业选择中较多表现出求稳的心态。专业技术

类岗位简历的投递数和招聘人数接近1：1，而企

业需求最大的营销类的比例最低，为1：1.5。
新年过后，上海师范大学大四女生小张已

经辗转多个招聘会现场，她的求职目标是企业

的财务和行政。她告诉记者，这是全家人商量

的结果，父母觉得她是女孩子，这样的工作比较

稳定，也不会承受太大的压力。她认为，虽然现

在的招聘岗位很多，但真正适合应届生的并不

多，比如营销类的工作需要一定的人脉基础，且

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不高，工作辛苦，所以她和同

学们都不愿意做。

郭颖告诉记者，此供求矛盾有其背后的原

因：自《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后，中小型企业要

控制人工成本，对于流动性较大的营销类岗位

不愿做较多的投入，外加用人成本的上升，因

而企业从招聘在职人员转为招聘应届毕业生。

供需双方对薪酬看法不一

供需匹配指数显示，近 11%的企业认为学

生薪酬要求过高。不难发现，企业对用人成本

的控制与学生生活成本的增加形成了矛盾。

校园招聘指数显示，被调查企业给应届生

的平均起薪水平，硕士研究生为3809元，本科生

为 2882元，大专生为 2357元。而这个起薪水

平，和毕业生的期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上海

海事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小李在浦东一家外企找

到了一份技术类工作。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毕业后，他将和几个同学一起租房居住，每月的

支出包括房租、就餐、交通、进修、交友等费用，

这样每月3000多元的工资所剩无几。因此，他

的许多同学都以名企、国企、高薪为求职目标。

此外，校园招聘指数显示，企业认为招聘效

果不理想的原因中，专业不对口占38%，实践经

验缺乏占24%，能力欠佳占9%。可见，应届毕业

生的专业不对口、实践经验缺乏、能力欠佳等是

就业难的突出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新区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

关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指导意见，以期在

完善就业责任、政策扶持、就业服务、职业培

训、就业储备等方面促进就业。比如，人才交

流中心每年在人才服务进校园的活动中，就针

对性地开展了以就业情报分析、职业生涯管

理、职场经验分享等为主题的就业力训练营活

动，在为广大毕业生提供讲座和咨询服务的同

时，帮助他们提高自身就业的竞争力。

新区发布“校园招聘指数”显示

择业心态求稳 薪酬矛盾凸显

■通讯员 丁柳军 浦东报道

6月2日上午，浦东新区青少年科学与技

术动手实践试点课程学生作品展评活动在金

杨举行，全区参与本学期试点课程的29所学

校的130名左右小选手参赛。

展评活动包括现场制作比赛和创意作

品展评两个部分，评比项目有“再生纸的制

作”、“蝶恋花叶脉书签的制作”、“地震报警

仪的制作”、“万花筒的秘密”、“回力小车的

制作”等 10项。在学校辅导教师的带领下，

小选手们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活动。

本次活动展现了浦东少年爱动手制作、

爱创意创新的良好素质。

130名学子比拚
动手实践能力

游客在浦东时报社爱心屋前购买爱心物品。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眼科医生正在教“外来娃”们如何正确使用近视眼镜。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小朋友们参加折纸活动，感受游戏的乐趣。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