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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综合

明明明明本本地地户户口口竟竟不不符符生生源源条条件件
只因父母在市属工厂上班，本地户口报考事业编遭拒

本报聊城7月23日讯 (记者
张跃峰) 东昌府区事业编招考报
名19日结束，市民陈先生欲报考
一教师岗位，却未能通过资格审
查，被告知其不属于东昌府区生
源。陈先生很纳闷，自己是土生土
长的东昌府区人，身份证、户口本
上标注的也是东昌府区，咋就不
是东昌府区生源了呢？

22日上午，陈先生致电本报
反映，他是土生土长的聊城人，而
且家就在城区。大学毕业后便回
到了聊城。听说东昌府区事业编
招考的消息后，15日报名一开始
就上网递交了申请资格，让他没
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查询，发现资
格审查没有通过，理由是不属于
东昌府区生源。

这让陈先生感到很是迷惑，
他拨打了招生简章上的咨询电

话，工作人员告诉他说问题出在
他父母身上。按照网络报名时的
提示，陈先生需要如实填写父母
姓名及工作单位。由于他父母以
前都在聊城市所属的工厂上班，
虽然那工厂已经破产而且父母也
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他也如实填
写了父母的工作单位。咨询过程
中工作人员说，像他这种情况应
该属于聊城市生源，不属于东昌
府区的生源，因此不符合此次报
考的条件。

如此规定让陈先生哭笑不
得 ，然 而 他 却 最 终 也 未 能 报 上
名。让他气愤的是，同住一个居
民小区的另一个同学却顺利地报
上了名，原因是那个同学的父母
以前一直没有工作，后来又是自
己在香江开的商铺，其填写父母
的情况时统一填写的“经商”，再

加上他的户口也在东昌府区，就
顺利成章地成为了东昌府区的生
源。

记者在东昌府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网站上查询了2013年
东昌府区公开招考教育、卫生事
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区直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简章，其中确实明
确规定招录范围为东昌府区生
源，2013年及以前毕业、未就业的
国家计划内统招全日制高校毕业
生。

陈先生对“东昌府区生源”
的认定条件表示质疑，按照这一
认定条件及标准，城区得有许多
户口虽然是东昌府区的报考者不
符合这一条件，如此一来就剥夺
了他们一次公平求职的机会，他
认为这一认定条件及标准对于他
这样的人群来说不公平。

入入住住才才三三年年，，房房顶顶多多处处漏漏水水
事发开发区张古禹新村，村主任称尽快联系人维修

张先生家墙上的水渍。 本报记者 任洪忠 摄

洗洗衣衣机机噪噪音音大大，，退退换换遭遭拒拒绝绝
消协：按规定商家应免费调换同型号产品

本报聊城7月23日讯(记者
李璇 通讯员 王华 ) 莘

县的刘先生在家电商场购买的
洗衣机使用时噪音很大，维修
多次也没修好，当他要求商家
更换新机时却遭到拒绝。近日，
经莘县消费者协会调解，商家
为刘先生更换价值3680元的新
机一台。

2012年1月3日，家住莘县
城区的刘先生从莘县一家电商
场购买了一台知名品牌洗衣
机，价值3680元，使用一段时间
后发现洗衣机噪音很大。刘先
生在2012年12月份连续两次报
修，并分别更换轴承，但洗衣
机再次使用时仍发出很大的
异样声响，他只得又报修。在

洗衣机维修多次没有改善的
情况下，刘先生要求商场更换
新机遭到拒绝后，投诉到莘县
消协。

接到投诉后，莘县消协立
即通知该家电商场接受调查，
调查发现刘某反映的情况属
实。根据《部分商品修理更换
退货责任规定》中“在三包有

效期内，修理两次，仍不能正
常使用的产品，凭修理者提供
的修理记录和证明，由销售者
负责为消费者免费调换同型
号同规格的产品”之规定，莘
县消协对该家电商场进行了
说服教育，商场认识到自身错
误后，同意免费为消费者刘先
生更换新机一台。

因招不到学生无法办学、采取不正当手段笼络生源

七七所所民民办办职职业业培培训训机机构构遭遭撤撤销销
本报聊城7月23日讯(记者

刘云菲) 近日，市人社局发
布《关于取消聊城市风帆成人
职业培训学校等7所民办职业
培训机构的通告》(以下简称

“通告”)，取消聊城市风帆成
人培训学校等7所民办职业培
训机构办学资格。市人社局工
作人员介绍，近年来，部分民
办培训学生一直存在招生难
问题，这次几所学校就是因为
招不到学生无法办学而被取
消。

通告中提到，为进一步规
范全市民办职业培训市场，营
造良好的职业培训环境，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半年
对市直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进
行了统一检查。检查发现大部
分学校能够按照《民办教育促
进法》及《实施条例》的要求开
展工作，为全市广大城乡劳动
者提高技能水平促进就业、创
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也有少
数民办学校采取不正当手段
笼络生源，出现了虚假广告、

欺骗学生及家长的现象，有的
民办职业学校甚至连续几年
没有招生。

根据检查情况及督促整
改情况，经研究决定取消聊城
市风帆成人培训学校等7所民
办职业培训机构办学资格，以
进一步规范民办职业培训机
构办学行为，净化民办职业培
训环境。取消的民办职业培训
学校名单：聊城市风帆成人职
业培训学校、聊城市鲁华汽修
职业培训学校、聊城市吉星手

机维修职业培训学校、聊城市
雨露职业培训学校、聊城市凤
凰职业培训学校、聊城市南翔
职业培训学校、聊城现代推拿
按摩职业培训学校。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定期
对市直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进行
统一检查，广大市民如果发现
存在违规办学，欺骗学生及家
长的民办培训机构，都可以向
市人社局进行举报。举报电话：
0635-2189125、0635-218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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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创建74片
粮油高产片区

本报聊城7月23日讯(记者 杨
淑君) 2013年，上级有关部门安排
聊城粮棉油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共
74片，其中小麦34片、玉米31片、花
生1片、棉花8片。每个示范片补助资
金16万元，主要用于大面积推广区
域化、标准化成熟技术所需的物化
投入和推广服务补助。每个示范片
培训农民一百人左右。

在每个示范片因地制宜确定2
～3个高产潜力大、抗逆性强的优良
品种，良种覆盖率达到100%。同时，
加强技术的组装配套，推广一批适
应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的抗灾增产
关键技术模式。

记者调查>>

多数岗位审核
通过率不足50%

本报聊城7月23日讯(记者
任洪忠 ) “下完雨也不消

停，四号楼多个单元的顶楼都
出现漏水问题，一直无人修
理。”23日，家住经济开发区张
古禹新村的张先生反映，他们
住的楼房才三年就发生漏水。
张古禹村村主任表示，会尽快
联系人维修。

23日上午，记者来到张古
禹新村4号楼，在 7单元六楼
西户，可以看到房顶七处漏
水。在房子主卧室，房顶有两
处漏水处，一个是安灯处，灯
具已经卸下，电线露着，水就
啪嗒啪嗒地掉下来。在客厅、
厨房、次卧室，也都可以看到
房顶漏水处，墙皮上都阴湿
卷起了皮，还有发霉的痕迹。

“一下雨就开始滴水了，
楼顶防水做的不行，开发商
也不修理。”张先生说，房子

才住了三年，去年就开始阴
水，找村里反映了很多次，一
直没有处理。现在情况越来
越糟，以后根本就没法住了。

“我们家房顶也有六处
漏水的地方，餐厅、卫生间、
卧室等，基本每个屋都有。”5
单元六楼东户的王先生说，
自从前一段时间开始下雨，
房顶就不断地漏水，现在房
子还在保修期，开发商应该
负 责 维 修 ，但 是 再 不 修 ，以
后就得自己花钱维修了。

新 村 居 民 表 示 ，4号 楼
的楼顶多处漏水，不止一家
遭遇这种情况，村里的楼房
是村委联系开发商建设的，
村委应该负责处理。

张 古 禹 村 村 主 任 张 姓
负责人表示，由于他新当选
上 任 ，之 前 没 有 接 到 4号 楼
楼房漏水的反映，现在了解

情 况 后，正加紧向老领导汇
报，联系建设单位，找出施工
建 筑 队 ，尽 快 让 他 们 修 理 ，

“一定会积极处理，楼房也有
质保金，也可以动用修理楼
房。”

根据公布的最后一天19日
的报名情况看，到报名结束，东
昌府区事业编招考提供的300

多个岗位中，多数岗位对报考
人 员 的 审 核 通 过 率 都 不 足
50%，有的岗位审核通过率甚
至是零。

陈先生表示有很多报了名
却没被通过的考生情况基本跟
他差不多。记者发现，尽管是土
生土长的聊城人，户口也是东
昌府区的，但只要父母在聊城
市级的单位工作，报名时审查
也不会被通过。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本报聊城7月23日讯(记者 谢
晓丽 ) 近日，聊城市卫育北路(建
设路至铁路段)开始全封闭施工改
造，预计10月20日可改造完毕。

23日，在卫育路与建设路交界
口，记者看到，机动车道路已封闭，
非机动车道可以通行，但由于车辆
众多，道路很不好走。据介绍，根据
2013年聊城市城区城建项目计划，
确定对卫育北路(建设路至铁路)改
造，施工时将采取封闭作业方式。

根据计划，卫育北路改造工程
含快车道、慢车道、人行道以及桥面
处理、罩面等，全长3500米，道路红
线宽46米，双向4车道。

本报聊城7月23日讯(记者 杨
淑君 孟凡萧 通讯员 胡海涛 )

23日上午，聊城市旅游局召开关
于开建凤凰湖旅游度假区的部署会
议，就凤凰湖旅游度假区核心区申
报、规划及配套设施建设等整体规
划进行了讨论。

部署会议上，省旅游局规划处副
处长顾卫东宣读了《山东省省级旅游
度假区审核程序》，省级旅游度假区
是符合国际旅游度假要求，以接待
海内外游客为主的综合性旅游区。

自今年年初，聊城市大力开展
“二日游”，打造以“水”为核心的“水
文化”二日游产品。“开发建设凤凰
湖旅游度假区，引进国内外的特色
在，再根据本土的特色做到吃、住、
行全面整合，让更多的游客在度假
区既能玩，又能住下来。”聊城市旅
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光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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