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1133年年66月月2255日日 星期二 编辑：常学艺 组版：闫继军

C07
今日德州

毕业前一个月换三份工作

频繁跳槽只是为了丰富简历
不同年代的毕业季

为保证档案资料的完整
性、准确性、系统性、及时性，
武城信用联社按照制度健
全、专人管理、方便查阅、
安全保密的原则，在对不
良资产清收处置过程中，每
个环节上形成的档案文字、

图表及音像资料，按照直接
业务档案、间接业务档案和
业务参考档案三类进行整
理，并按照书面档案及电
子档案两种形式保存，实
现不良资产处置档案的精
细化管理。 (孙山花)

随着山东省联社和德
州办事处不良贷款管理办
法及实施细则的出台，新
增不良档案的移交工作有
据可依。为按规定完成不
良贷款档案的移交工作，
武城信用联社结合省联社

档案管理办法，紧紧围绕
台账这一“纲”字，做细做
实整理档案这一“目”字，追
求方便保管和查阅“实”字。
念好“三字经”，做好新增不
良档案移交这项精细活。

(王雷)

武城信用联社要求资
产管理人员准确把握诉讼
时效的法律意义，掌握保
证期间和保证债务诉讼时
效的概念，采取四项措施
加强诉讼时效补救工作。
一是定目标、加强业务培

训；二是树意识，转变思想
观念；三是建机制，加大考
核力度；四是抓落实，确保
资产安全。确保该县不良
贷款催收补救及时，杜绝
了超诉讼时效现象发生。

(赵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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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联社为加快电子银
行产品营销，抢占电子银行
市场份额，于2013年5月20
日，开展了“农信电子银行走
进社区，走进企业”宣传活
动，并抽调骨干业务宣传人
员，走进的辖内各大社区，
为广大的社区群众、对该社

的电子银行产品的种类、功
能以及操作流程进行了详
细讲解，通过此次宣传活动
的开展，将电子银行产品推
进了社区、企业，为加快电子
银行产品的营销，抢占电子
银行市场份额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张燕)

武城联社开展电子产品营销活动

近日，庆云联社把支持
“三夏”生产作为各项工作的
重中之重，解决农户资金短
缺的燃眉之急。该联社成立
信贷小分队，深入辖内行政
村，掌握三夏生产和农民资
金需求动向。截至目前，该社

已累计发放“三夏”支农贷款
2000余万元，支持农户购买
大型农机具14台，小型收割
机8台，化肥9000余吨，为当
地农民夏收、夏种、抗旱保
苗等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保驾护航。 (武建)

庆云联社为“三夏”生产保驾护航

在全省农村信用社新一
代信贷管理系统上线之际，
庆云联社围绕省联社信贷
管理系统推广的战略部署
精心组织，力保新系统上
线 模 拟 演 练 工 作 顺 利 开
展。该联社要求相关人员
必须全员、全程参与，所有

操作人员必须熟悉系统功
能并进行大量模拟操作。
同时，制定详细计划做好
各 部 门 联 动 ，从 时 间 、内
容、形式和考核等方面层
层督导，严格落实，为新系
统顺利上线打下坚实基础。

(潘灵芝)

庆云联社助力新一代信贷系统上线

为更好地满足三夏期间
金融服务需求，庆云联社开
展了“农村金融助三夏生
产”活动，抽调辖内业务骨
干分 3批访农户、谈民事，
向农户发放金融知识宣传
单、业务产品宣传册和《山

东科技报》等，并要求各营
业网点推行延时服务，保
障 农 民 朋 友 金 融 服 务 供
应。此外，该社还指导农户
做好夏收、夏种及农田管理
工作，受惠群众达1100余人。

(张涛)

庆云联社贴心服务倾力助三夏

近日，庆云联社在全
辖开展“圆梦农村青年创
业”活动，采取抵质押或保
证等多种担保方式，以信
用观念强、市场意识强、生
产技能高、管理能力突出
的农村青年创业者作为重

点扶持对象。截至至目前，该
社已对 1 2 4人农村创业青
年授信，发放贷款540余万
元，有力地地支持了农村青
年创业，带动了农民增收
致富，农业发展增效。

(武建)

庆云联社开展“圆梦农村青年创业”

近日，平原联社举办了
一场以“打击假币犯罪、维护
公众利益，反假贷币、人人有
责”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
现场通过设置反假常识、假币
识别咨询服务处，悬挂反假币
宣传横幅，张贴宣传图片，同
时发放第五套人民币宣传折

页、反假币宣传笔及反假币宣
传挂历等宣传资料，吸引了大
量群众前来观看和咨询。这次
反假币宣传活动，使更多群众
掌握了识别真假人民币的知
识，对构建和谐稳定的金融
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方泉 仇东敏)

平原联社开展反假币宣传月活动

为切实解决辖内小微企
业融资难、担保难问题，庆云
联社不断调整信贷政策，强
化产品研发与创新，不遗
余力帮扶小微企业发展。
一是为适应小微企业贷款

“短、频、急”的特点，该联

社与企业早联系、早跟进、
早帮扶。二是本着贷前调
查一丝不苟，对符合放贷
条件的企业优先办理贷款，
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及时告
知。三是实行限时办结制度。

(王新波)

庆云联社不遗余力“帮微扶小”

根据办事处通知内容，
平原联社精心安排岗位准入
远程学习培训工作，提高全
员识别反洗钱能力。依据办
事处下发的《培训》通知，详
细制定了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了准备、学习及测试阶段

与时限。学习阶段，借助本次
远程培训，提高业务能力。借
助六次参考机会，认真查找
学习中的薄弱部分，反复学
习，提高远程学习培训效
果，确保取得岗位准入合格
证书。 (李方泉 仇东敏)

平原联社做实岗位准入学习培训

近年来，为加大对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支持力度，乐
陵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出台
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管
理办法》，并采取“对接、走
访、资金支持”三项措施支持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取

得了一定成效。一是对接当
地工商、农业部门；二是对全
部合作社进行走访；三是给
予信贷支持。截至至目前，累计
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25家，
贷款金额2000余万元。

(李培刚 贾敬敏)

乐陵联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结硕果

70后：毕业就是看演出

德州学院文学院的黄
雯说，“当年毕业压力没这
么大，也不用考虑买房、买
车的事，”当时报社对新闻
专业的毕业生需求很大，
找工作不费劲。

1 9 8 4年出生的朱培

勇，2008年毕业于德州职
业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当
时实习期间工资600元，觉
得钱好多，工资基本也能
满足日常的花销。”朱培勇
说，月工资比其他同学还
多出两三百元。

90后：毕业就是疯狂一把

毕业旅行、拍写真、
拍毕业照、吃“散伙饭”，
1990年出生的许慧如安排
毕业前的生活。毕业前她
和同学去了厦门旅行，每
个人的花费将近 3 0 0 0元
钱，“去了 5天，和同学在
一起游泳、合影，每天都

玩得特别开心，虽然花费
有点多，但就当毕业疯狂
了。”

同样是应届毕业生，
吕梅和舍友拍了一套写真
纪念大学。大学毕业就这
一回，青春过去了，用钱也
买不回来。”吕梅说。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郭光普)
24日，记者了解到，不少大四生为

在求职简历上填写的工作经验更丰
富，在校期间就不断去实习，但是刚
工作一两个月就选择辞职。甚至有
的高校学生毕业前一个月更换了三
份工作。

24日上午，德州学院外语系的
毕业生小吴正在网络上投简历。他
说，他上周刚从一家销售公司辞职，
是这个月第三次辞职了。“第一次是
在一家外贸企业做策划师，原来想
象的是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多
接触一些国外的投资者，做了半个

月左右才知道实际的工作与想象差
距太远。”小吴说，第一份工作要求
先从基层车间干起，做了十来天就
辞职了，第二家餐饮企业要求先到
外地的加盟店实习，从对外服务岗
位做起。

不少毕业生认为大学刚毕业有
很多机会，多选择几家企业尝试一
下并不是坏事。一方面可以多了解
一些不同行业的企业，增加经验，另
一方面可以在下次面试时候显得经
验丰富。“最起码在简历上可以写上
在好多单位工作吧。”一名毕业生
称。

“好多学生现在找工作跟走马
观花一样，三两天换一份工作。这样
不利于今后的职业生涯发展。”德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企业的人力资
源工作人员称，有时来面试的毕业
生简历上写了好多家企业的从业经
历，看似挺有经验，但细问起来却连
实习过的企业最基本的架构都不了
解。不少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
这种想法不理解，一个员工要想充
分地了解企业，并从企业中成长最
少要经历半年的时间，十来天的工
作根本谈不上什么经验，不会为自
己就业增加任何筹码。 “各个系的毕业晚会

是重头戏，有时为了看演
出，提前1小时去占座。”
1994年毕业于山师的孙文
这样回忆自己的毕业季生
活，毕业后，工作包分配，

没有就业压力，“毕业就是
围着学校到处看演出”。

在孙文的毕业照里，
所有学生都规规矩矩地列
队，没有夸张的表情，毕业
照看上去更像是证件照。

80后：找工作没费劲

6月24日，在德城区区直事业单位招聘现场，不少从外地赶回来的毕业生，提着行李来报名。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赶赶考考

本报记者 李明华 见习记者 陈兰兰

格相关链接

随着毕业生离校日子的临近，在大学校园里到
处充斥着离别的气氛。六月骄阳，同是毕业季，各个
年代的毕业生有着不一样的纪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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