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市2018年大学生征兵工作全面启动

大学生入伍“四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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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理工生就业很吃香
广东省2018届高校毕业生系列供需见面会在北理珠举行

本报讯 记者靳碧海报道：4
月14日上午，市征兵办在北京师
范大学珠海分校举行“珠海市
2018年大学生征兵工作全面启
动仪式”，这标志着今年我市大学
生征兵工作正式拉开帷幕。市委
常委、市征兵领导小组副组长、警
备区司令员毕敦发大校，市征兵
领导小组副组长、警备区政治委
员刘国文大校，副市长阎武以及
珠海7所高校的1000多名学生
代表参加了活动。

毕敦发在讲话中指出，依法
服兵役是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的
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在大学生
中征兵是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
流军队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是
增强高校人才培养能力、培养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
要途径。希望广大高校学子积极
响应祖国号召，加入到人民军队
中去，用满腔热血助力改革强军
伟业，用拼搏奋斗打牢人生成长
基础。

今年珠海市征兵工作将继续
重点征集大学生入伍，实行大学
生“报名应征、体检政考、审批定
兵、分配去向”四优先政策，大学
生入伍还享受“保留入学资格、国
家资助学费、复学可转专业、专项
研究生招生、升学加分优惠、本地
额外奖励”等优惠政策。比如：给
予从珠海参军入伍的全日制普通
高校大学生（含大学新生）每人1
万元一次性奖励金；对进疆、进藏
义务兵每年优待金按珠海市当年
优待金2倍金额（1.5 万元）发放
等。

据了解，自2004年开始从高
校征集大学生入伍以来，珠海市
共有近2000名大学生应征入伍，
有200多名入伍士兵在部队立功
受奖，有36名成长为部队军官，
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大学生青
年，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了珠
海力量。2017 年珠海市共有
281名大学生应征入伍，占入伍
总人数的72.3%，位居全省前列。

本报讯 记者古春婷报道：
14日，由省教育厅主办，北京
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承办的广东
省2018届高校毕业生系列供
需见面会（珠海地区理工类专
场）在北理工珠海学院运动场
拉开帷幕。来自深圳、广州、佛
山、珠海、中山各地314家用人
单位，包括华发地产、中国联
通、松下音像、丽珠制药等知名
用人单位提供招聘岗位1430
个，招聘总人数超过4300人。

企业招聘热情高涨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参
加招聘企业数量增加了74家，
增幅达30.8%，企业招聘热情
高涨。相比于往届吸引了更多
外市企业，报名此次供需见面
会的非珠海企业105家，占比
33%，包括深圳龙岗区、佛山禅
城区多家企业联合组队前往现
场招聘人才，为应届生提供了
更加丰富的就业选择。供需见
面活动所有企业的招聘信息，
均可以通过北理珠大学生职业
发展协会公众号发送展位号轻
松获取。

记者现场看到，大部分企
业的起薪都在4000-5000元
左右。网络安全工程师实习期
2000元，转正后可拿5500元；
一家知名房地产开发公司招聘
大量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市场
营销、新闻学、广告学等人才，
年薪待遇在9万-14万，吸引了
大批学生排队竞聘。珠海丽珠

试剂公司招聘大量的医学检验、
生物技术、医学检验、药学等人
才，年薪也在6万-10万之间。公
司待遇高，有吸引力，上午一小时
内就收到20多份应聘简历。

理工生就业前景看好

记者了解到，这是北理工珠
海学院连续第四年承办广东省高
校毕业生供需见面会（珠海地区

理工类专场），为广大毕业生和
用人单位在珠海地区提供一个
双向选择的机会与场所。

据悉，2018年北理工珠海
学院共有6263名本科应届毕
业生，涉及45个专业及方向。
北理工珠海学院学生就业指导
中心主任黄蓬亮介绍说，近5
年来，北理工珠海学院毕业生
就业率都在95%以上，23%的

学生会留在珠海工作。毕业生
平均起薪大概在 4600 元左
右。从今年情况看，比较抢手
的岗位是会计、软件工程师；比
较受青睐的专业是自动化、软
件工程、信息工程等专业。黄
蓬亮表示，今年会陆续组织各
种专场招聘会120多场，提供
18000多个岗位，“理工科毕业
生找一份工作还是很容易的。”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昨
天下午，珠海市食品土畜进出口
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
会举行。来自市民政局、市商务
局、珠海及港澳地区的农业重点
企业、相关商协会等100多名代
表参加活动。

据介绍，珠海市食品土畜进
出口商会自筹备以来，已吸收来
自珠海及港澳地区的会员单位
逾60家。大会表决通过了珠海

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章程、选
举办法，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
事、监事。珠海市南田农业进
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荣超当
选为首任会长。

近年来，我市以斗门区供
港澳鲜活农产品基地为核心，
大力推动珠海农产品外贸转型
升级发展，逐步形成包括种植、
养殖、加工、仓储、流通等一体
化产业布局，辐射港澳、珠三角

乃至全国，打造珠港澳特色鲜
活农副产业供给中心。

珠海市食品土畜进出口商
会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发挥在
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
用，为会员企业构建交流合作
的“绿色通道”，促进我市农林
牧副渔、食品、土产、畜产、水
产、粮油、产品深加工以及贸易
服务等进出口行业的健康发
展。

搭建政企桥梁共助珠海农业转型发展

珠海市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全校的学生都穿上了新校
服，孩子们好高兴哦。”丰垌
小学的老师们表示。日前，我
市爱心企业得一有限公司与
市关爱协会一行来到珠海对
口帮扶的茶山镇丰垌村开展
爱心助学活动。珠海得一有
限公司为丰垌小学全体学生
送上了 410 套校服，总价值
25000元。其间，经珠海派驻
信宜工作组牵线搭桥，得一公
司还就信宜农副产品进驻珠
海得一连锁超市等相关事宜
与当地有关职能部门展开商
洽，达成合作意向。

信宜市茶山镇丰垌村是我
市新一轮对口帮扶的贫困村。
经过几年的对口帮扶，丰垌村
种植、养殖产业得到发展，村民
生活、生产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村容村貌也有了较大改善。作
为我市零售业知名企业，市得
一有限公司热心公益，多次参
与扶贫济困，爱心助学助困等
活动。本次茂名信宜助学，也
是得一公司第二次到此开展公
益活动。公司去年为当地50
名贫困学生捐赠助学金 5万
元。

当得知丰垌小学建校60
年来，学生从未有统一过校
服。得一公司再次启用“得一
关爱基金”为丰垌小学学生每
人购置4套校服。当天上午，
丰垌小学的同学们穿上了崭新
的校服，列队迎接珠海客人。
捐赠仪式上，市得一有限公司
董事张小兵、市关爱协会会长
崔云为全校每一位学生发放了
校服，包括夏装、秋装。

未来得一公司还将利用
自身优势，帮助当地农户、合
作社等输出农副产品。接下
来，将利用得一公司的70多家
门店作为平台，缓解信宜农副
产品销售难题。双方还就
2018年度信宜特优农副产品
推介会相关事宜展开具体洽
谈。

贫困村学生
穿上了新校服
珠海爱心企业信宜助学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作

为中国外贸的”风向标”，第123
届广交会今日在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展馆开幕。记者从市
商务局获悉，本届广交会珠海参
展企业 182 家，展位总数 578
个。除格力电器、金品电器、德
豪润达等知名品牌外，珠海科勒
厨卫产品有限公司等5家优质企
业首次参展。

据介绍，本届广交会我市围
绕“优化服务促成交、开拓外贸新
格局”的中心任务，贯彻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

念，充分发挥广交会全方位对
外开放平台作用，大力支持企
业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外贸结
构优化升级，培育竞争新优势。

自主品牌的培育与发展是
我市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
略措施。本届展会我市参展品
牌企业15家，共有品牌展位
105个。参展企业包括格力电
器、金品电器、德豪润达、天威
飞马打印耗材和东信和平等。
相关企业将在本届广交会集中
展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自主品牌和高技术含量的产

品，企业品牌附加值将得到充
分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
会上，市商务部门着力发掘、推
荐优质企业参展，共有5家新
企业首次参展，分别是珠海科
勒厨卫产品有限公司、珠海日
高体育用品发展有限公司、珠
海欧普思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珠海利得威时装有限公司、珠
海嘉远富力科技有限公司，均
为具有发展潜力的优质企业，
着力展现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
发展的新活力。

第123届广交会今日开幕

珠海参展企业182家展位578个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12日，全市入河排污口调查摸
底和规范整治专项行动业务培
训会举行。来自我市相关单
位、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各镇
（街）水管所相关人员共90余人
参加培训，为全面推进河长制实
施，切实做好我市入河排污口调
查摸底和规范整治工作提供支
撑。

开展我市入河排污口调查
摸底和规范整治专项行动是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行河
长制的重要举措。我市各部门
和各级河长办将加强组织领
导，统筹协调，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有序开展，并按照省、市实施
方案，把握时间节点，确保各项
工作按既定目标要求顺利完
成。

会议强调，在开展调查中，
还要加强与住规建、环保、水
利、市政、工商、城管等有关部
门的协同配合和信息共享，坚
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反映
实际情况，既不能夸大，也不能
隐瞒。据悉，我市将参照省的
统一做法，把本次入河排污口
专项行动结果纳入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和河长制落实情
况进行考核。

培训课上，省水科院有关
专家详细讲解了广东省入河
排污口调查摸底与规范整治
技术指引，介绍入河排污口调
查软件功能、使用方法、成果
表填报技术要求及注意事项
等。课堂上，还组织与会代表
及学员进行交流、互动，对各
区在填报和软件使用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进行现场答疑和
指导。相关单位纷纷表示，培
训会达到了预期效果，对有序
推进我市入河排污口调查摸
底和规范整治专项行动工作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加强入河排污口调查摸底及整治
省水科院专家到珠开展专业培训详解规则

招聘单位工作人员（左一）正在向学生介绍情况。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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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平安提示：本日全市平安状况良（优秀镇街11个、良好镇街6个、平稳镇街4个），3个地区部分警情偏

离常值（拱北、南屏的盗窃、诈骗、打架斗殴，横琴的盗窃）。提醒市民做好家居安全防范，在公共场所

注意保管财物，遇事冷静不轻信，理性处理矛盾纠纷，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珠海平安指数
(数据发布：珠海市平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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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要城市天气
北京 晴 6～20℃

上海 晴 6～18℃

广州 中到大雨 16～23℃

重庆 多云 10～18℃

合肥 多云 8～19℃

武汉 多云 8～20℃

长沙 多云 11～20℃

哈尔滨 阵雨转多云 -1～7℃

海口 雷阵雨 22～27℃

气象台气象台特报特报

多云，有阵雨

今天：多云，有阵雨。气温：

26℃-30℃。风向：偏南风，风

速：陆地2到3级，海面4到5级阵

风6级。相对湿度：75%-95%。

现场大学生踊跃咨询参军相关政策。 靳碧海 摄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