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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本报春风送岗招聘会引来众多求职者

300 人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本报聊城 3 月 3 日讯 3 日，本

报联合市人社局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举行春风送岗现场招聘会。招聘会
上，50 多家企业提供了 600 多个岗
位，招聘会吸引了 700 多名求职者
参加，其中约 300 人与企业达成初
步就业意向。很多企业表示，现在都
急着招人，希望多办此类招聘会解
决用工难。

3 日上午，在市人才大厦二楼，
招聘现场人员攒动。一些企业早早
就来到招聘现场，还有的求职者特
意从县城赶来参加招聘会。招聘会
涉及机械、商场、教育培训、餐饮、电
子、外贸等 50 多个类别。一些企业
说，听说有这场招聘会他们是提前
很多天预定的摊位，“就想能招到合

适的人，这个时候单位都缺人”。
小宋是技校毕业，想找一份工

作，他说，这次招聘会上一些企业不
再盲目招人，招聘数量都精简了，明
显少了，可是对有工作经验的格外
青睐，“我在青岛工作了一年，他们
听我是技校毕业，还有工作经验，让
我下午就去面试。”

一家电子企业的招聘人员说，
技术类的企业最喜欢招既有专业技
术、又有工作经验的，一般是来一个
就要一个，“很多人说得很好，但是
干起来就不行了，一些技校毕业的
学生再经过几年的锻炼，一般非常
适合，目前，企业里能留下的技术人
员都是岁数大的，年轻人喜欢跳
槽。”

招聘会进行了一上午，大约有
300 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一家外贸
企业的招聘人员说，为了能尽快招
到人，企业的办公地点从原来的县
城搬到了市区，特意找到一处大型
写字楼当办公地点，目的就是方便
求职人员来应聘。

一家服装企业招聘人员几次找
到人才市场工作人员想要再登记继
续招聘，“下次来还要登记吗？我再
贴一张招聘简章吧，有黄色的胶带
吗，这样比较醒目。”这位工作人员
说，他们现在都很缺人，但是招聘
会还是比较少，尤其是县区里的招
聘会更少，希望政府和有关部门多
多举办此类的招聘会，搭建用工平
台。

春风送岗招聘会吸引了大量求职者，图为招聘会现场。

本报聊城 3 月 3 日讯 3 日，在
春风送岗现场招聘会上，最受欢迎的
岗位当属会计和文职人员等内勤工
作。这些岗位的工资待遇并不高，但是
许多年轻人觉得稳定，不大在乎薪酬。

在一家企业的招聘摊位上，挤
满了很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女生，她
们都是来应聘会计岗位的。“我有证
书，也从事过，能不能去试试？”求职
者焦急地说。不一会儿这家企业的
会计岗位登记表上，已经有 40 人报
名，但是他们只招收一人。“我们最

缺的是销售，但是几乎没几人来问，
除非是以前干过的，会计只要一个
人，来了这么多，工资每月只有 1500
元，相比销售岗位的工资差得远，但
是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干这个。”

一名女生说，当初上学的时候，
有人说会计好找工作，她就学了这
个专业，以前工作过的企业倒闭了，
现在才过来找工作，“工作挺清闲
的，就是喜欢这一点，工资高低都无
所谓，够花的就行了。”

一家企业的招聘人员说，对于

内勤等岗位，现在企业招聘的人数
非常少，销售和技术人员才是稀缺
人才，“我发现，现在学习财会专业
的人特别多，可是真正学得好的很
少，来我们企业应聘的人员，大多是
懂简单的财会业务。学一个专业，不
要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应该学得
扎实。一个人的职业发展光靠稳定
是不行的，我专科学的是英语，本科
学的是电子销售，已经做了六年的
销售，现在刚生完孩子，我又出来工
作了，其实每个人要突破自己。”

招一名会计来了 40 人报名
工资不高但稳定，受年轻人青睐

本科生报名应聘超市营业员
本专业用不上，毕业生被迫转行

春风送岗招聘会上聊
城市区的企业来的多，但
是也有很多县城里的企
业。相比市区企业的受欢
迎，县城的企业冷清多了。
很多求职者一听单位在县
城转头就走。尽管企业给
出高工资，可是依然留不
住人。

“我学的就是外贸，干
了五年了。”一位女士见一
家企业招收外贸人员，很
是欣喜，但是一看在临清
工作，还没等招聘人员提
问，转身就离开了。临清的
这家轴承企业招聘人员面
对此场景，好像已经见怪
不怪，无奈地说：“其实外
贸销售完全可以在家里完
成，不受工作地点的限制，

但是现在有的人思维不够
活跃，一看在县里工作就
不愿意来，其实县里的工
资待遇并不低。”

记者看到这家企业需
要招聘的人员大约有 60 多
人，可是来报名的只有三
人，并且家庭住址都是临
清的，“我们为了能招到工
人 ，工 资 比 聊 城 提 高 了
1000 多，底薪也增加了，但
是很多人宁愿在市区租房
子住，也不愿意在自己的
家门口上班。”这家招聘人
员说，目前县城的企业招
工要比市区难得多，加上
县城招聘会数量少，他们
是想尽办法招人，希望在
县城中也能多搭建用工平
台，解决这个问题。

一听单位在县城扭头就走
县城企业给出高工资还是留不住人

在招聘会上，一些技
术人员虽然工资高，但是
一年只发两次工资，企业
拖欠工资，他们无奈只能
辞职。求职者说，企业在招
聘的时候承诺得好，但是
实际中多不兑现，他们现
在对于求职信心不大。相
比高工资，他们更在乎企
业制度是否正规。

小王在企业当技工，每
月能拿到 5000 多元，这样的
工资让很多同行很羡慕，但
是今年他辞职了，今天来招
聘会想再找个工作。“工资
是高，可是一年发两次，拖

欠工资也很严重，我实在不
愿意干了，辞职了。”

同伴一位男士说，他
的同学在一家省内知名企
业工作，但是辞职的时候，
企业竟让他交纳企业所交
的保险那部分费用，他觉得
这个相当不合理，可是为了
工作，也就答应了，“很多企
业在招聘的时候说得很好，
但是实际中，就会出现各种
问题，这样导致我们的求职
信心都不大。现在应聘，我
们特别看重企业的诚信度。
就算工资再高，制度不合
理，也不愿意去。”

光工资高不一定吸引人

求职者更在乎企业是否正规

本报聊城 3 月 3 日讯
根据今年人社局人才市场
上半年综合现场招聘会预
告，今年上半年还有 17 场
招聘会，另外，今年行业(专
业)招聘会根据企业和用人
单位的需要可以安排专场。

17 场招聘会安排在每
个周日，具体为：3 月 1 0
日、3 月 17 日、3 月 24 日、
3 月 31 日、4 月 7 日、4 月
14 日、4 月 21 日、4 月 28
日、5 月 5 日、5 月 12 日、5
月 19 日、5 月 26 日、6 月 2
日、6 月 9 日、6 月 16 日、6
月 23 日、6 月 30 日。如果
需要参加招聘的单位，需

要提前三天办理入场手
续，招聘会当天不予办理。
今年行业(专业)招聘会根
据企业和用人单位的需要
安排专场。

招聘会具体时间安排
详情可登陆 www.lc-rc.com

招聘手续：凭招聘单
位有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原件及复印件、法章。

应聘手续：应聘人员携
带相关有效证件(毕业证、
身份证及其他有效证件)。

市内乘坐公交：6 路、10
路、436 路、329 路均可直达。

地址：东昌东路 66 号
人才大厦二楼。

上半年还有 17 场招聘会

应聘者在与用人单位交流。

本版文字 记者 刘云菲 通讯员 耿爱国 荣宁

本版摄影 记者 李军

本报聊城 3 月 3 日讯 3 日，
在本报春风送岗现场招聘会上，
小布是一名本科毕业生，来应聘
超市营业员的岗位。她说，她学的
是化学专业，可自己不适合做这
行工作，现在找工作也只能转行。

小布已经毕业两年了，从事
过老师和化验员的工作，因为不
喜欢本专业，她打算转行。一家大
型超市正在招聘营业员，小布填
写了报名表，在所有报名营业员
的 40 多人中，就小布的学历最
高。

小布说，当初自己没有专业
认识，也没人指导，自己喜欢化学
就报了化学专业，可当找工作的
时候才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这
一行，“起初要下工厂，对于女孩
来说有些不适应，后来我身体也

不适合下工厂，就不想再做这行
工作。”小布说，她愿意下基层工
作，之所以选择营业员就是想锻
炼自己。身边的很多同学不再在
乎是否是基层的工作，只要自己
觉得有发展空间，就愿意做。

来参加招聘会的小胡也有同
感，他学的是航空路面管理工作，
当初选择这个专业就是觉得好找
工作，可是实际生活中，符合这个
专业的工作只有在机场里，但是
竞争激烈，他通过实习没能留在
机场里。“后来我去过贵州、重庆，
做过酒店管理、销售等工作，现在
我想回家了，打算找个跟管理有
关的。想想自己学习的专业现在
用不上，也很可惜，现在学校里的
专业和实际生活还是有差距的，
学生尤其缺乏专业就业指导。” 信息张贴栏上，应聘者在寻找合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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