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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超两千仍招不到服务员
不少酒店抱怨一年比一年难招

本报 10 月 24 日讯(记者

赵磊)在潍坊市区，随处可见各

家饭店、酒店的招聘启事，几

乎每家酒店都在上面写上了

“招服务员若干名，工资***

元”。 24 日，记者采访多名酒

店、快餐业经理，他们不约而

同地感叹：“招聘服务员，一
年比一年难。”

24 日，记者在文化路和东

风街交叉路口看到，集餐饮和

住宿一体的白云大酒店甚至打

出了高薪招聘服务员的广告，

在酒店门前的 LED 屏幕循环滚

动着招工广告，同时招聘服务
员、前台等职位，其中以服务
员工资最高。“招聘服务员，

工资 1800-2200 元”，这个月薪

比潍坊服务业的平均工资要高

出六百到七百元。

据了解，潍坊服务员的平
均工资大约在 1300 元到 1500 元

之间，因为服务业需求的不断

增加，不少商家虽然放宽用人

条件，提高工资待遇，但是真

正留下招到的人仍然不够。

“我们这边生意挺火爆，

但是服务员一直很紧缺。前一

阵，有人辞职回老家结婚，更

是搞的捉襟见肘。”四平路一
家餐馆老板告诉记者，“平时
我们就招人，现在更是提高了

工资待遇， 1400 块钱一个月，

包吃包住，虽然招聘广告打出

去 20 多天了，但应聘者寥寥无
几。”

“我们这边常年招人，你

看玻璃上的招聘广告，一直没

摘下来过。而且待遇也提高

了，以前是 1500 元工资，国庆

之后还加上营业额的分红。”

位于世纪泰华楼下的阿香米线

经理助理黄鹏蕾告诉记者，

“前一段时间店里有 40 多个服

务员，现在只剩 30 多个，今年

好几家连锁店开店，招不起服
务员，就从我们这边抽调走一

些。像六七八月份，服务员还

好招点，经常有人过来问，来

了就可以面试，但是招到合适
的很难。现在招聘的大多是 90

后、学生，很多人都受不了这

个苦，有的干了两三天，有的

干了一个周，觉得太累，就走

了，这部分人，占到应聘总人

数的 50% 。现在进入淡季，就

更难招人了。服务业人员流动

性 强 ， 想 招 新 员 工 很 不 容

易。”

泰华商务酒店客房部经理

玄颖告诉记者，酒店服务员的

工资是 1200 元，而且还有保

险。服务业一般工资较低、工

作时间较长，有些酒店、饭店

的人员管理不十分规范，员工

的薪金福利、培训及休假制度

等不健全，加上服务行业发展

速度比较快，用人需求量大，

这些都是造成服务行业招工难

的原因。

四种假药潍坊尚未发现
胆舒软胶囊市民还是不敢买

本报 10 月 24 日讯(记者 宋昊阳)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

对“辉瑞健脑回春丹”等 4 种假药进

行了曝光， 24 日，记者通过调查发

现，该四种假药尚未在潍坊有售，但

受其影响，市民对于正宗的胆舒软胶

囊也抱有怀疑态度。

24 日，记者走访了市区各大药

房，就“辉瑞健脑回春丹、复方通络

醒脑胶囊、胆舒软胶囊、强效牌腰息
痛胶囊”四种假药进行了调查，其中

“辉瑞健脑回春丹”和“复方通络醒

脑胶囊”两种假药，药店人员表示从
来没有听说过；而“腰息痛胶囊”这

种药虽然在各大药房中均有销售，但

是并不是曝光名单中的“强效牌”；

市区的金通大药房中，“胆舒软胶

囊”仍在销售，但与曝光的假药名单

资 料 中 的 宣 传 网 站 地 址

www . j i a nk ang09 . c n 和“国药准字
Z20060027”的标示批准文号并不相符。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市药监局，工

作人员称潍坊市尚未发现曝光名单中

的 4 种假药，而部分药品虽然与假药

名字相同，但是包括生产公司、宣传网

址和标示批准文号等资料并不相同，

因此并不是假药，市民可放心购买。

滥用感冒药导致肾病高发

患者多以年轻人为主

大葱价
翻一番

24 日，在南
下河蔬菜批发市
场，菜农张向春正

在捆绑准备批发的

大葱。张向春告诉
记者，当下大葱的

批发价在 2 . 4 元/

公斤左右，比去年
同期整整翻了一

倍。由于种植面积

相对减少和今年运

往南方的大葱数量

增多等原因，潍坊
本地市场上的大葱
涨幅明显。

本报记者 吴

凡 摄影报道

本报 10 月 24 日讯(记者

马媛媛 )近期早晚温差
大，感冒发烧的病号增多。

24 日，记者采访发现，不少

市民生病乱吃药，出现了急
性肾衰竭症状。据介绍，这

类人群主要以年轻人为主。

“最近几天感觉腹胀、

恶心，但没想到检查得了急
性肾衰竭”， 24 日，在潍坊
市第二人民医院肾内科，刚

刚做完检查的市民李先生告

诉记者，上周开始，他感觉

有点感冒，就到药店买了几

种感冒药。吃了几天后，就

出现腹胀、恶心、呕吐的症

状。到医院检查发现，他得

了急性肾衰竭。

据第二人民医院肾内科

张影主任介绍，感冒药引起
肾衰竭在临床上时有发生，

甚至一些知名感冒药在临床

上引起的病例也不少。一些

抗生素类例如庆大霉素、卡

那霉素也容易损害肾脏。

“很多年轻病号滥用药物，

导致肾衰竭，甚至会出现更
严重的肾病”。

百大万家福11周年店庆惠民

本报 10 月 24 日讯 10 月

23 日，百大万家福迎来了建

店 11 周年。为此万家福超市

各门店相继推出了以“感恩

普惠——— 全场降价一点利”

为主题的大型促销活动。

23 日早上 8 ： 38 ，超市

营业开始，顾客就排起了长

长的队伍。本次活动内容丰
富多彩，当日单票购物满 88

元赠送醋或酱油一袋、满
188 元加 1 元换购 450 克甜

面酱 1 盒、满 288 元加 1 元

换购 800ML 米醋一瓶；针对

会员顾客推出了会员专供超

低价、每日幸运会员抽取、

会员购物双倍积分、凭 DM

剪角免费办理会员卡等活

动； 10 月 31 日 16 ： 00 ———

22 ： 00 推出的夜宴狂欢 6 小

时，购物满 300 元赠 20 元礼

券，满 500 元赠 40 元礼券，

每隔半小时抽取一名幸运顾

客免费获得精美店庆大礼包

活动也将伴随消费者度过店

庆的最后一天。

潍城农信支农放贷16.6亿元

本报 10 月 24 日讯(王静

刘蕾)今年以来，潍城联

社全区农村信用社累计发放

农业贷款 16 . 6 亿元，加大了

资金投入和支持力度，满足
了农民群众生产经营中的资
金需求。

潍城联社在支农营销网

络建设中早部署、早动员，

年初就制定了《 2010 年度

支农(城区)营销网络建设实

施方案》，从 2010 年 1 月 1

日开始，到目前，全区农村
信 用 社 共 评 定 信 用 农 户
25669 户，占全区农户总数

的 45% 。全区农村信用社共

评定信用村 91 个，占全区

行政村总数的 44% 。签发农

户贷款证 10335 个，授信
14 . 6 亿元，柜台发放贷款证

贷款达到了 4 . 6 亿元， 11 个
涉农网点全部实现了贷款上

柜台，柜台办贷率达到了

100% 。

24 日，由兴业银行潍坊支行主办的“兴业银行杯”高
尔夫邀请赛在浮烟山高尔夫俱乐部正式开球，共有 80 多名

高尔夫选手参加了比赛。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高尔夫

这项“贵族”运动也逐渐地被普通人所接受。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300 余车友自驾游潍坊
预计将带来 10 万自驾游客

本报 10月 24日讯(记者 孙翔 通

讯员 李建卫)23 日和 24 日，来自山

西、河北和山东 14 地市的 300 多名车

友，开着自家汽车“逍遥”游潍坊。据

介绍，此次活动将为潍坊带来 10 万名

新增自驾游游客。

23 日上午，记者跟随由 30 多辆

汽车组成的车队，前往安丘青云山。

而来自山西、河北和山东其他地市的

自驾游车友也陆续赶到。据了解，这

次“逍遥潍坊”自驾汽车旅游踏线活

动由潍坊市旅游行业协会主办。而参
加活动的车友的目的也不是单纯的游

玩。“这次过来主要是考察潍坊这边

的自驾游线路，回去之后把经验告诉

其他车友，把潍坊介绍给他们。”一

名山西车友告诉记者。

“大约有 120 多辆汽车、 300 多

位车友参加活动，他们都是各地自驾

汽车旅游协会的代表。”潍坊市旅游

行业协会自驾汽车旅游委员会会长巩

兴忠介绍说，通过此次活动预计能为

潍坊市新增 10 万名自驾游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