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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快件要“爆棚”

快递员却难招

“招聘临时派件员，主要
帮助承包区域减轻送件负
担，送完件就可下班。”“招聘
快递员，负责区域内的物品
送达，月薪3000以上，包住
宿，中午工作餐。”临近“双十
一”，这种招聘快递员的广告
逐渐多了起来 ,虽然薪酬待
遇还蛮有诱惑力，但不少快
递公司人表示招人难。

在徐家楼附近的快捷快
递公司负责人高先生说，为
应对“双十一”快件爆满情
况，公司从上月就开始着手
准备。他说，最主要的困难就
是人手不够，从10月份以来，
快件就有所增加，公司有十
多位快递员，现在勉强够用，

“但到‘双十一’，肯定不够
用，至少还需要招五六位快
递员。‘双十一’期间，公司进

出货物量至少是现在的3倍
以上。”

据了解，为迎接“双十
一”，该公司从上月就开始招
聘快递员，人不大好招，倒是
每天都有来问的，但是没几
个真正留下来干的。有的干
上两三天受不了就走了，有
的答应好来上班，结果第二
天干脆不来。“从上月，一共
新招了两个人，还得继续招
啊。”

申通快递公司泰安分公

司陆经理告诉记者，该公司
平常每天的业务量在8000单
左右，而到“双十一”期间，每
天会在15000单以上，将增加
近一倍，所以该公司正招聘
临时派件员，已经招了20多
人，还在继续招。“‘双十一’
期间，我们公司至少要有150
位派件员，每天在工作。”

临时租800平米库房

加班表已提前做好

泰前街道的天天快递公
司分理处负责人乔女士说，
为应对“双十一”不仅在招募
人马，最近还新租了一间800
多平米的仓库用于“双十一”
期间的货物存储和分拣。

徐家楼一快递公司负
责人高先生也说，平时进出
的货物也就用到仓库的不
到一半，另一半就堆放一些
平时用不到的杂物，目前正
在安排人手清理仓库的杂
物，以备“双十一”时货物能
及时入库分拣并及时派件。
高先生说，到时候车辆也会
紧张，“现有两辆配货车肯
定不够用，到时候，公司山
东总部会视情况再给我们
派车。”

乔女士预计，“双十一”
期间，泰安地区最主要还是
派件压力比较大，往外发件
不会有太大压力。她说；“泰
安网购消费者越来越多，所
以派件任务会加重；而泰安
电商数量还有限，所以到时
候寄件的不会增加很多：公
司应对“双十一”也主要是解
决加重的派件任务。”

乔女士还说到时候肯定
会要加班，“不仅普通快递
员、分拣员要加班，内勤人员
也可能临时派出去送件。”乔
女士说，去年为了减少积压，
公司经理就曾经亲自开车去
派件。“‘双十一’期间，加班
肯定是免不了的。”泮河大街
上一快递公司负责人说，现
在正在征询意见，编排加班
值班表，估计“双十一”期间，
可能要全负荷工作一个星期
左右。

快递业备战“双十一”业务井喷，最着急的是人手不够

月月薪薪三三千千元元包包住住宿宿难难招招快快递递员员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闫克杭

本报泰安10月26日讯(记者 陈新
通讯员 冯斌) 国庆节过后，生猪价

格再次出现下滑态势，泰山区物价局工
作人员分析，下跌原因主要是玉米价格
回落，带动养殖成本下跌。此外，10月份，
随着外地小米批量上市，小米价格回落，
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价格还是偏高。

据泰山区物价局监测数据显示，24
日，泰城市场上的生猪价格下跌到6 . 7
元每斤。同期，岱北市场上猪五花肉价格
11元每斤，较10月17日的11 . 5元每斤下
跌4 . 35%。

泰山区物价局工作人员分析，生猪价
格下滑的原因是由于近期玉米价格大幅
回落，降低了生猪养殖成本。随着气温逐
步下降，猪肉消费进入传统旺季，预计后
期猪肉价格下跌空间有限，或将以震荡上
行走势为主。

24日，泰城一粮行的小米批发价格为
5 . 50元每斤，较10月初的6元每斤下降
8 . 33%，较9月下旬的6 . 5元一斤下降
15 . 38%；零售价格也应声回落，目前粮行
小米零售价格为6 . 5元/斤，较10月初的
7 .00元/斤下降7 .14%。

据了解，小米大多数都来东北一带，
9月下旬以来，新一季小米开始大批量上
市。今年小米大批量上市，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局面，带动小
米价格回落。

另外，今年新产花生仁开始上市，价
格上涨。10月24日，岱北市场上新花生仁
零售价格为6元一斤，较陈花生仁每斤贵
0 .5元钱，泰山区市物价局工作人员介绍，
去年以来花生仁价格一路下滑，销售不
畅，降低了农户种植积极性，供不应求。

猪肉和小米

价格稍降点
“ 双 十 一 ”临

近，泰城许多快递
公司纷纷采取措施
应 对 这 场 网 购 狂
欢。有的快递公司
在加紧招募人马，
有的新租赁了库房
存货，还有的正在
编排加班值班表。

工作人员正在分拣快件。

泰山情职工服务卡

为大家做实事解难事

赵立群在讲话中指出：为职
工群众提供普惠化服务，是工会
组织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落实全
总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围绕
党政所谋、职工所需、工会所能
提出的创新项目，也是关心职工
群众生活、为职工群众办好事、
做实事、解难事的重要体现。

赵立群指出，泰安市总工会
顺应职工群众多元化需求，实施
了以推进困难职工帮扶中心转
型升级为抓手，以整合社会服务
资源为重点，以推行泰山情职工
服务卡为载体，以为全市职工提
供普惠服务为目标的“一卡五
化”惠员工程，这在全省是一个
创新。

李希信在讲话中指出，市总
工会推出惠员工程，整合社会资
源为广大职工提供普惠和增值
服务，践行了“为民、务实、清廉”
要求，密切了与职工群众的联
系，是我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一项重要成果。

李希信强调，实施惠员工
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
要形成合力，务求实效。一要在
增强服务卡的吸引力上下功夫。
二要在提高服务卡的使用率上
下功夫。泰安市邮政公司作为泰
山情职工服务卡的发行单位，要
继续做好服务卡的发行和管理
工作，通过技术和服务创新，不
断开发服务卡的功能，使服务卡
不仅要“发得出”，而且要“用得

多”。三要在保持服务卡的生命
力上下功夫。各级工会要加强对
合作单位的监督考核，对弄虚作
假，不能履约的单位，及时摘掉
牌子，避免造成不良影响。要不
断吸引更多热心社会公益的单
位加入到服务行列中来，进一步
扩大服务领域，扩展用卡范围，
吸引更多工会会员主动办卡、用
卡。

群众职工享“一站式”服务

与60家单位签订合作协议

去年以来，泰安市总工会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工
会要竭诚为职工群众服务，不断
焕发工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的
指示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要求，整合社会资源，面向
职工提供多元化、差异化、普惠
化服务，切实解决服务职工最后
一千米问题，让更多职工感受到
工会家的温暖，体会到加入工会
的好处。被省总工会列为2014年
重点创新项目。

一是实施“三个整合”，突出
抓好市县职工服务中心建设。整
合机构编制，拓展服务职能。争
取编制部门将原困难职工帮扶
中心更名升级为职工服务中心，
并对其职责进行了拓展，使工作
对象由以困难职工为主扩大到
各个层面，更加注重满足职工群
众多层次需求。整合场地人员，
打造服务阵地。将工人文化宫场
地进行装修改造，建立综合服务
大厅、职工书屋、电子阅览室、调
解室、心灵驿站、多功能厅、书画
创作展厅等服务场所；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与文化宫人员统一调
配，壮大服务力量。整合全会资
源，提供多元化服务。借鉴政务
大厅模式，将工会机关业务工作
与服务中心项目对接，面向基层
工会和职工的业务工作都放在
服务中心办理，安排机关干部到
服务中心坐班，让职工群众直接
享受到“一站式”服务。

二是推出“泰山情职工服务
卡”，提高服务信息化水平。与网
点多、服务优的泰安邮政公司合
作，推出了“泰山情职工服务
卡”。该卡为联名银行卡，加上工

会标志，目前主要有以下功能：
工会会员身份识别。卡中含

有工会会员的基本信息，工会会
员凭卡可以办理会员关系转接。

享受工会特约合作单位的
优惠、增值服务；享受市、县市
区、镇街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和文
化宫等工会所属服务机构、设施
提供的免费、优惠服务。

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各级工
会对困难职工的各项帮扶资金
直接打入该职工的服务卡账户。

金融优惠服务。邮储银行对
泰山情职工服务卡不收取年费、
小额账户管理费、办卡退卡手续
费、小额异地同行存取款手续费
等金融优惠服务。

随着惠员工程的深入推进，
由工会出资，陆续增加重大疾
病、意外伤害、医疗互助等工会
会员专享保障项目。

三是强化推进措施，让广大
职工真正得到实惠。市总工会与
近百家社会服务机构和商家进
行了协商洽谈，目前与其中60家
单位签订了优惠服务合作协议，
涵盖超市百货、医疗保健、文化
娱乐、教育培训、旅游休闲、餐饮
住宿等13大类，涉及职工衣食住
行各个方面。市总工会对合作单
位实行统一挂牌。

建会员投诉受理平台

公布监督投诉电话

为了更方便的服务泰山情
卡持有者，市总工会联合泰安地
区唯一被认定的山东省电子商
务示范基地——— 凌云集团泰山

凌云电子商务基地，不但为职工
提供线下的百货、家电、超市等
实体门店服务，汽车贸易、食品
加工、宾馆旅游、金融小贷等多
元跨行业优惠服务外，还借助互
联网技术，把服务向线上延伸，
利用凌云购和家义乌购网上
B2R商城，为职工提供与大学生
网上创业相同的政策，免费的物
流服务、商品代理服务、金融贷
款服务以及免费的办公设施，并
借助邮政公司遍布城乡的物流
网络实时提供高品质的商品配
送服务。

为确保优惠落到实处，市
职工服务中心建立会员投诉受
理平台，公布监督投诉电话，及
时受理工会会员的投诉，督促
合作单位兑现优惠措施。同时，
对服务优、让利多、职工反响好
的合作单位进行物质和荣誉奖
励；对违反优惠承诺的单位责
令整改，整改不力的及时予以
摘牌。特约合作单位的优惠措
施将通过泰安市12351职工服
务网、泰山情卡微信平台、泰山
晚报、手机短信等及时发布，吸
引职工到合作单位消费，实现
互利共赢。

目前，全市各级工会正在同
步推进这项工作，今年年底前力
争发行泰山情卡10万张左右，卡
片交易金额争取2000万元以上。
计划用3-5年时间，使工会普惠
服务覆盖我市百万职工，让泰山
情卡真正成为职工用得着、离不
开的连心卡、随身卡、品质生活
保障卡，为推进幸福泰安建设做
出应有的贡献。

(陈长举 王蕾 李瑱)

“泰山情”工会惠员工程全面启动

1100万万张张““泰泰山山情情””卡卡年年底底前前发发行行
22日上午，在

泰安丽景广场八楼
会议厅，泰安市泰
山情工会惠员工程
启 动 仪 式 正 式 举
行。这是泰安市总
工会开展群众群众
路 线 教 育 实 践 活
动，推进服务型工
会 建 设 的 重 要 成
果。山东省总工会
副主席赵立群、泰
安市委副书记李希
信、泰安市政协副
主席、市总工会主
席张书盈出席启动
仪式，向惠员工程
合作单位和工会会
员代表颁发牌匾和
泰 山 情 职 工 服 务
卡，并作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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