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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菏泽发生持刀杀人事件？假的

菏泽330万张社保卡即将和市民“握手”
>>C02

>>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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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菏泽泽半半年年经经济济成成绩绩单单出出炉炉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56 . 3亿元，可比增长9%，增幅居全省第2位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浦发银行)是1992
年8月2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
准设立，1999年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的全国性股份制
商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秉承

“笃守诚信，创造卓越”的核心
价值观，浦发银行积极探索金
融创新，资产规模持续扩大，经
营实力不断增强。目前，浦发银
行已在全国设立了41家一级分
行、1700多家营业机构，拥有超
过4 . 8万名员工，架构起全国性
商业银行的经营服务格局。良
好的业绩，诚信的声誉，使得浦
发银行成为全国金融界备受关
注的银行。

浦发银行菏泽分行于2014
年8月开业。开业以来各项业务
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地方
经济发展，树立了浦发银行的
良好形象。为加快业务发展，现
公开招聘信用卡销售代表若干
名，欢迎有识之士加盟。

一、基本要求
1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无违
法违纪等不良记录，热爱金融
事业，认同浦发银行企业文化，
服从工作安排；

2 .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团
队合作精神和组织协调能力，
品行端正，敬业爱岗和较强的
工作责任心；

3 .具备良好的文字和语言
表达能力，能熟练运用电脑办
公软件；

4 .性格开朗，思维灵活，身
体健康，无重大疾患病史；

5 .符合我行亲属回避的要
求。

二、招聘岗位
菏泽分行信用卡直销团队

派驻菏泽信用卡销售代表(派
遣)若干名。

◆具体部门：菏泽分行信
用卡直销团队。

◆应聘条件：菏泽区域常
驻人口或有意在菏泽长期工作
人员，年龄30周岁以下，全日制
大专以上学历。有销售经验者

优先。
有丰富客户资源和较强营

销能力的人员，条件可适当放
宽。

三、报名及联系方式
1 .报名方式：请应聘者将个

人简历电子版(word文档、形式
不限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ljqspdb@163 .com。为使您的简
历得到有效筛选，邮件主题请
按如下样式填写：“应聘+***
(姓名)”，简历文件名请改为您
的姓名。

2 .我行将对应聘者进行全
面考察，初选优秀者，推荐参加
浦发银行济南分行信用卡中心
面试。

3 .被录用者将电话通知，在
享受国家规定的各类社会保障
的同时，本行将提供富有竞争
力的薪酬福利待遇和良好职业
发展平台。

4 .我行将对未录用人员严
格保密，本次招聘所接受的应
聘材料及相关复印件统一存入
本行人才档案库作为备选，恕
不退还，敬请谅解。

5 .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8
月31日

6 .本次录用10人
7 .咨询电话：

0530-3133151 1890530232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菏泽分行

201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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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如坤

14日，齐鲁晚报记者从菏
泽市发改委获悉，近日，期待已
久的菏泽半年经济成绩单出
炉：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1356 . 3亿元，可比增长
9%，增幅居全省第2位。在保持
高速增长的同时，菏泽经济社
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在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等各项工作中，再次诠释了

“菏泽优势”。

经济保持较快增长
总量规模逐步壮大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1356 . 3亿元，可比增长
9%，增幅居全省第2位；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27 . 6亿
元，增长11%；完成规模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645 . 3亿元，增长
13 . 1%；完成进出口总额205 . 6
亿元，增长25 . 7%；完成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102 . 3亿元，增长
11 . 5%。夏粮总产达到83 . 6亿
斤，实现“十四连增”。

上半年，全市实现服务业
增加值 5 2 3亿元，可比增长
10 . 7%，增速高于地区生产总
值1 . 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10 . 9%，高于全
省3 . 2个百分点。入库税金前
100名工业企业实现税收76 . 5
亿元，增长55 . 6%，高于全部规

模以上工业18 . 6个百分点。新
增“一村一品”专业村100个，通
过省级“三品一标”审核的无公
害农产品企业27家、产品48个。
完成税收收入77 . 8亿元，占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的76%，主体
税种占税收的58 . 7%。

新增长点不断增多
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上半
年，全市电子商务交易额907亿
元，增长68 . 9%。“全城达”同城
快递业务实现市区全覆盖，智
能投递终端发展到402个。全市
建成电商园区48个，电商园区
交易额137 . 3亿元。“1688”产
业带整体运行综合排名全省第
一，“为村”个数达2221个，占全
国的90 . 8%。

13个项目列入2017年省重
点建设项目，个数居全省第1
位。上半年，省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20 . 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50 . 6%。220个市重点项目完成
投资469 . 2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52 . 6%。在上海、杭州开展了集
中招商活动，现场签约项目49
个，总投资569 . 45亿元；成功举
办了2017(春季)菏泽投资环境
说明会和2017中国·菏泽“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高峰论
坛暨项目推介会，集中签约项
目35个，投资总额613 .2亿元。

各项改革持续深化
民生工程加快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
进，煤炭产能压缩262万吨，炼
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350万吨；
出台了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
业成本的意见，通过户籍制度
改革、降低企业用地成本、降低
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等政
策，切实降低企业成本。持续推
进医药体制改革，药占比较改
革前降低9 . 5个百分点，城市
病人住院报销比例同比提高

3 . 9个百分点；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加快实施，6家市级医院与
市内15家县级以下医疗机构建
立了医联体关系，21家县级医
院与114家乡镇卫生院或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建立了医联体关
系。

上半年，民生支出占比达
到79 . 2%；社会保障和就业、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住房保障
等支出分别增长19%、26 . 7%
和107 . 3%。城乡居民收入分别
达到12141元和6180元，分别增
长9%和9 . 6%。城镇新增就业
4 . 1 2万人，完成年度任务的
57 . 4%，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3 . 01%以内；各项保险基金
收入达到52亿元，参保人数达
到1518万人。城市低保月保障
标准提高到420元；农村低保年
保障标准提高到3600元；农村
特困人员集中、分散供养标准
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5000元、
3700元，一次性临时救助最高
标准提高到10000元。

本报菏泽8月14日讯(记者
崔如坤) 13日，齐鲁晚报记

者从菏泽市商务局获悉，为全
面落实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的“互联网+”行动计
划，推动信息化与各行业融合
发展，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增
强经济发展动力，加快智慧菏
泽建设步伐，12日，菏泽市人民
政府与腾讯公司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

双方就战略合作签约事宜
召开座谈会。菏泽市委副书记、
市长解维俊为战略合作签约致
辞。他在致辞中提出，此次战略
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菏泽市
与腾讯公司的合作进入了一个
崭新阶段。菏泽市与腾讯公司

的合作，特别是借力“为村”打
造“智慧乡村”建设方面，今年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双方战略
合作协议的签订，将进一步深
化双方的合作，并把合作领域
拓展到“智慧城市”、“智慧园
区”、“智慧商圈”、“智慧民生”、

“智慧警务”、“智慧交通”、“智
慧医疗”、“智慧乡村”、腾讯云
基地建设等方面，实现共建共
享。

会上，腾讯公司副总裁吴
凯华说，菏泽在为村创建方面
先行先试，积极推进，取得了很
好的社会和经济效果，引起了
广泛的关注。下一步，腾讯公司
将与菏泽政府展开多方面的合
作，相信在双方的高度重视，深

度合作下，一定把菏泽的互联
网+推向深入，让更多的群众
享受到互联网信息带来的实
惠。

据介绍，其中，腾讯为村下
一步将从管理员激励机制、菏
泽信息化大数据平台、为村平
台功能优化定制化计划、对接
腾讯系资源，支持村庄发展、提
供村庄活跃度运营策划支持、
打造菏泽精品案例，联合发起
一周年成果发布会、学术化研
究报告合作、对接媒体报道、广
告等外部资源等方面运营策
划。

据悉，自今年2月21日，菏
泽市第一个、也是山东省第一
个“为村”上线以来，菏泽市“为

村”数量实现“井喷式”增长。截
至8月12日，全市已上线运行

“ 为 村 ”2 8 7 7个 ，占 全 国 的

88 . 3%；认证村民54 . 1万人、关
注人数120 . 1万人，均占全国
的89%以上。

菏泽市人民政府与腾讯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互互联联网网++让让群群众众更更有有获获得得感感

双方签订战略合作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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