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要求有工作经验，但有经验的工人不愿在车间工作

月薪三千招不到车间操作工

本报 12 月 6 日讯(见习记者

李金金) “我们都接连来了三

次了，一个人也没招到。”4 日，在

新世纪人才市场招聘会上，东营

恒鑫模具有限公司的姜女士拿

着两份空表格无奈地说。据新世

纪人才市场现场招聘部的田部

长介绍，目前电焊工、化工及车

间操作工等工种，企业要求有工

作经验，虽然待遇优厚，却很难招

到合适的人。

4 日上午 10 时，在新世纪人

才市场，东营恒鑫模具有限公司的

招聘桌前显得异常冷淡，招聘海报
上写着招聘车间操作工(数控)、钳

工、车工、电加工等，负责招聘的姜

女士拿出两份无人填写的招工人

才统计表无奈地说：“我们八点多

就来了，到现在一个填表的也没

有，前几次来招聘时有几个填表
的，回去打电话联系没一个过来上

班的，来了三次了，一个人也没招

到。”

大生新材料有限公司也在现

场招化工工人，该公司打出了试用

期 1500 元，试用期满能拿到 3000

元的工资，每月有四天的带薪休

假，免费提供住宿，伙食补贴 50%，

交纳三险的待遇。但记者发现，来

此应聘的人也寥寥无几。该公司负

责招聘的芦女士说，公司新建了车

间，招不上来人就没法开工。新世
纪人才市场现场招聘部的田部长

说，有些招化工工人的企业月薪

4000 元还是招不到人，而焊工有

技师资格的月薪能达到 5000 元。

天正化工有限公司负责招聘

焊工、电工、司炉工的王女士说，他

们招聘的工人要求有电工、焊工

证，最好是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到

岗后能马上工作。她说：“很多应聘

者的技术都达不到要求。”新世纪

人才市场现场招聘部的田部长告

诉记者，目前东营很多大企业对招

操作工都比较头疼，一般有几年工

作经验的人都想找份管理者的工

作，比如车间主任等，不想继续呆

在车间第一线工作，而经验不足的

新手，企业又不愿意要。这是导致

企业高薪招不到熟练车间操作工

的主要原因。

酒店“六小件”难说再见
本报 12 月 6 日讯(见习记

者 顾松) 2010 年 12 月 1 日

起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为我省
取消宾馆酒店行业一次性日

用品的过渡期。5 日，记者走

访西城各大星级酒店、宾馆发
现，现在有部分酒店已经开始

逐步过渡，但仍有酒店对取消

“六小件”毫不知情。

5 日，记者分别对青岛路、

西四路、济南路、西二路上的

酒店进行暗访。青岛路聚丰大

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已
经接到取消一次性日用品的

通知，但是目前还没有换。友

谊大酒店则仍在免费提供一
次性日用品。

东胜大厦的工作人员介

绍，5 月就接到了旅游部门下

发的通知，他们酒店正在逐步

进行更换，他说：“取消一次性

日用品实施起来很难，顾客对

取消‘六小件’不认可。我们之

前在客房试验过，多数顾客不

能理解，个别顾客直接投诉说

为什么房间里不配上一次性

日用品。这也阻碍了酒店更换

“六小件”工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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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6 日讯(见习记

者 张倩 武希栋) 12月 3日

与 4日，两部贺岁片《大笑江湖》

和《赵氏孤儿》分别上映。虽然

适逢周末，但是从目前情况来

看，两部影片的票房并不理想。

5 日上午，记者走访了西

城的几家影院。振华影城的值

班经理告诉记者，影院为两部

贺岁片分别安排了每天 10 场

以上的场次，但是迄今还没有

出现过满座，最高上座率在

80% 左右。“《大笑江湖》相对

要好些，上映 3 天来，票房还

不错，但是也没有出现满场。

从其他影院反馈的信息来看，

情况都差不多。”这位经理分
析说，一部影片是否卖座，前

期的宣传很重要，《大笑江湖》

应该说宣传工作做的比较到

位，但是这部影片同去年的

《三枪拍案惊奇》题材类似，可

能影响了市民的兴趣。另外，

东营人民的观影文化还没有

发展成熟，到电影院来观影的

人群占很小比例。

据了解，针对两部贺岁

片，东营市的各大影院纷纷推

出了优惠活动，以此来刺激市

场，但效果并不明显。

两部贺岁片东营遇冷
东营恒鑫模具有限公司负责招聘的姜女士拿着两份空白的人才统计表。 本报见习记者 李金金 摄

中医眼科专业依托精湛的医

术、知名的专家和先进的检查设

备，有着广泛的眼病患者来源。为
了加强专业力量，医院专门安排医

务科主任、中医专业主任医师兼任

中医眼科主任，并引进我国中医眼

科张氏第四代传人张洪星及大量
中医眼科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了
擅长中西医结合的人才滕克禹等。

中医眼科继承和发扬中医传统

疗法，并结合现代医学理论、观点和

方法，在眼科相关疾病的临床治疗、

机理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开

展了中医药治疗眼病的特色疗法，

擅长治疗各种眼科常见病、多发病，

如一般的泪囊炎症、细菌性病毒性

眼睑疾病、内外睑腺炎症、睑板腺囊
肿、角膜溃疡等，以及眼科免疫相关
性炎症疾病如：角膜炎、巩膜炎、葡

萄膜炎等。尤其在疑难杂症的治疗
以及现代医学认为不治之症的视神

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病

变、眼肌痉挛、开角型青光眼、小儿
眼球震颤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创
造了奇迹，吸引了全国近 20 多个省

市的眼病患者。床位使用率高居
130%，得到广大患者的好评。完成

科研课题《Vogt-小柳-原田病中西
医结合治疗的临床研究》，获山东省

医学科技三等奖。目前承担山东省

中医药管理局课题 2 项，济南市中
医药管理局 3 项。

在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五次眼

科学术交流大会上，大会主席中科

院庄曾渊研究员在回顾总结两年
来国内中医眼科工作开展情况时，

特别提出并表扬了济南市第二人

民医院中医眼科很好地继承和发

扬了传统医学，在针灸治疗眼底病
工作中表现突出，为医院、为济南

市乃至山东省赢得了荣誉。医院荣

获山东省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

范单位、济南市职工先锋号、济南

市中医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吕丽萍：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主任中医师，工

会主席、医务科主任、中医眼科主任，兼山东省中西医

结合专业委员会委员，济南市病案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撰写国家级论文 5 篇，参与完成著作 1 部，完成

科研课题一项，获山东省医学科技进步三等奖。目前

承担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课题 3 项。曾荣获山东省科

教工作先进工作者、山东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双十

佳”先进个人、全省优秀医院管理者、全市中医药工作
先进个人、济南市卫生系统“十大杰出新女性”、济南

市科教兴医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在她的带领下全

科医护人员发扬“以病人为中心、以服务质量为核心”

的服务理念，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水平，继承和发

扬祖国传统医学理论方法，结合现代医学观点，在眼
科疑难杂症的治疗以及现代医学认为不治之症的视

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病变、眼肌痉挛等方

面取得较大突破。

名 科 名 医 推 荐

张洪星：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副主

任中医师，中医眼科副主任。张洪星出生于中
医世家，曾祖父张皆春乃中国中医眼科名医，

其为第四代中医眼科传人，自幼随祖父、父亲

学医，潜心钻研中医药对眼科疾病的诊治。擅

长运用中医中药、针灸治疗角膜炎、角膜溃疡、

眼底出血、小儿弱视、少儿近视的早期治疗以

及葡萄膜炎、视网膜色素变性等，尤其在治疗

各类视神经萎缩和黄斑病变方面有独到之处。

现在他年平均门诊量 4000 余人次，年针灸

10000 余人次。他的成绩赢得了广大患者、同仁

以及社会的认可，先后获得了济南市专业技术

拔尖人才、济南市名中医、济南市卫生系统先
进个人、济南市专业技术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由他参与完成的“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变”

的研究于 2007 年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

奖，并受邀参加了“Leber‘ s 遗传性视神经病
国际高峰论坛”；2008 年参加香港 2008 国际眼
科大会做《桑叶散治疗干眼症》大会发言；2009

年出席全国医师大会眼科分会做《中医、针灸

在眼科治疗的优势》大会发言；同年参加中华

十四届眼科大会做《搜风活血解痉汤辩证加减
配合针灸辩证选穴治疗眼球震颤》大会发言，

并有四篇论文被大会收录。

滕克禹：济南市第二人

民医院中医眼科副主任中医

师。擅长治疗各种类型葡萄膜

炎。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眼科疑

难杂病方面有独到见解，对炎
症性眼病尤其是与免疫相关
性炎症性眼病用自拟的中药

方剂治疗疗效显著；在角膜

炎、巩膜炎、青光眼、眼底水肿
出血、视神经性疾病的中西医

结合治疗独具优势并取得了

骄人成绩，受到了国内同行和
患者的好评。曾撰写论文 35

篇，主研完成了一项课题，在
研两项，获济南市卫生局第四
批拔尖人才称号。

中医眼科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