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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民生

市中区人社局通过“五个一批”方式，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今今年年市市区区5544名名大大学学生生实实现现创创业业
本报枣庄9月15日讯 (记者

李泳君 通讯员 贾庆 ) 12

日，记者从市中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获悉，今年以来，市中
区大学生就业工作紧紧围绕全
区社会经济和人才的发展需要，
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充分发挥
人才在科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稳步推进。
截至目前，全区接收报到应届非
师范类高校毕业生1080人，组织
1 0 8名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
习，成功引领54名大学生实现创
业。

记者了解到，为实现高校毕
业生充分就业，提高就业率，市
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坚持“五个一批”的工作思路，即
通过机关(事业)单位招考一批、
通过基层服务岗位招考一批、通
过大中专高校毕业生见习基地
储备一批、通过自主创业走出一
批、通过招聘会的形式进行用人
单位和求职者的双向选择，到国
有大中型企业、私营企业、中小
微企业签订一批的方式，努力拓
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开创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新局面。

据悉，2013年，全区1029人参
加了公务员考试，通过笔试、面
试等环节共招录公务员13名。截
至目前，共为市中区广播影视总
台公开招聘12名播音主持、广播
电视编导等岗位工作人员，为市
中区人民医院公开招聘6名高层
次专业人才，市中区直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 1 6 9人。目前，网上报
名，资格初审工作已顺利结束，
相关招考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2013年，全区“三支一扶”公
开招聘支教、支农、支医、扶贫等
岗位15名，目前，已顺利完成了

笔试及面试工作 ,体检、公示、聘
用工作按照流程即将展开。同
时，为加强对“三支一扶”大学生
的服务管理，“三支一扶”大学生
人事档案全部调入区人力资源
服务中心，提供免费人事代理服
务，定期开展“三支一扶”大学生
走访慰问活动，及时关心“三支
一扶”大学生在思想上、工作上、
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解决他
们的后顾之忧，努力营造有利于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良好
氛围。

另外，通过大中专高校毕业

生见习基地储备一批。高校毕业
生就业见习基地是为尚未就业
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岗位培训和
专业实践、提高专业素质和就业
能力而搭建的一个平台，为进一
步规范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
地管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市中区又新认定山东中科化学
有限公司、山东帝豪酒业有限公
司、齐村镇中学等10家高校毕业
生就业见习基地，截至目前，市
中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
已达18家，已先后组织108名高
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

想外出旅游，却又担心家中老小无人照料

十十一一未未到到 钟钟点点工工已已成成““香香饽饽饽饽””
本报枣庄9月15日讯(记者

李婷婷) 国庆节临近，许多
年轻人都早早制定好了外出旅
游的计划，但担心家中老人、孩
子无人照顾或宠物喂养等问题，
多数人打算从家政服务公司请
个短期家政服务员帮忙。由于家
政服务员需求增大，导致其假期
工资也有所增加。

14日，记者以市民的身份咨
询了市区几家家政服务公司，发
现最近因外出旅游等原因，而请
短期家政服务员的市民比前段
时间多了近一半。市中区爱嘉保

洁公司的刘经理告诉记者，从9

月初开始，他们公司每天都能接
到十几个预订家政服务的电话，
而这些预约的市民大都是想趁
着假期出去旅游，但担心家里的
老人或孩子无人照顾等原因，
所以请个钟点，帮忙做饭或洗
衣服。“我在一家广告公司上
班，父母都不在身边，国庆期间
单位只能几个人轮休，孩子在
家也没人照顾，所以来请个钟
点工帮忙照看孩子或打扫房
间。”市民袁女士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除了

过年期间钟点工需求量大以
外，近两年“十一”期间钟点工
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多，所以假
期钟点工的工资也开始增加，

“市民一般都会请短期的钟点
工，与平常相比，假期每人每小
时的工资会增加100元左右。”爱
嘉家政公司的刘经理告诉记
者。

随后，记者又来到市区兴
隆家政服务中心，询问假期钟
点工的价格。“中秋和十一挨的
近，人手紧张，所以价格肯定得
高。”工作人员表示，假期短期

钟点工每天150元，“十一”假期
之后为每天80元至100元。

“现在大部分请钟点工的
市民都市因为假期要上班或者
出去旅游，所以就请个钟点工
在家里照顾家人，现在到我们
公司预订的大都为5天左右，每
个服务的价位不一样，一般照
顾宠物为80元，照顾老人为150

元。”兴隆家政服务中心的李经
理说，以前他们公司主要提供清
洁卫生，但现在为了适应市民的
需求，而推出了照顾老人、孩子、
喂养宠物等服务。

现现实实版版
《西西游游记记》

14日，记者在市中区振兴路上
看到“唐僧师徒”四人，“唐僧”手拿
九环锡杖，“孙悟空”手持金箍棒，

“猪八戒”扛着耙子，“沙僧”拿着降
魔杵。“唐僧师徒”四人的惊奇表情
也很是吸引市民，惹来众人围观，
人群中还不时发出笑声。记者了解
到，这是某一酒品商家的宣传手
段。

本报记者 刘婷婷 摄影报道

江苏省徐州机电工程高等职业学校为江苏省安监局江
苏煤监局直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为更好地选拔优秀人才，
充实教师队伍，优化人员结构，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制内
教师。详情请登录江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苏人社事招
聘公告[2013]88号)或江苏省徐州机电工程高等职业学校网
站(http://www.xzjdgz.com)

招考咨询：
王老师：电话：0516-87815008
刘老师：电话：0516-87815015 13921790560
陈老师：电话：0516-87815013 18952115592

江苏省徐州机电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2013年公开招聘编制内教师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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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枣庄9月15日讯 (见习记
者 贾晓雪 ) 中秋节临近，很多人
都想在走亲访友的时候送上独特贴
心又实惠的礼物。可是多数人都苦于
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外出挑选礼物，
许多人开始从网上购买一些糕点。

小李在淘宝上买了一箱金丝肉
松饼，不仅价格比较实惠，而且口味
特别好。小李的朋友正愁着没有时
间逛街选购礼品，现在从网上选购
之后还可以直接邮寄到朋友家里，
给朋友一个惊喜。

记者在网上店铺看到，商家推出
“中秋家节”专区，不仅种类是齐全而
且价格上要比实体店便宜的多，很方
便挑选购买。店主告诉记者，尤其是
从一个星期前开始，店里糕点的销量
特别多，很多人甚至买上好几箱拿去
送礼。

无暇逛街
上班族网购中秋

买常生源海参
省钱70%

本报记者9月15日讯(记者 李
泳君 通讯员 王凌云) 9月13日
上午，由枣庄大路商贸有限公司和
常生源公司联合举办的“花一斤钱
能买三斤多的海参” 活动在薛城金
悦利大酒店一楼大堂举行。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三天。为
打破海参行业的高价暴利和虚假品
质，常生源海参将在薛城开展一次

“海参工厂直销活动”，以比市面便
宜2/3的价格进行销售。记者看到，本
周活动销售的海参价格只有商场、
专卖店价的1/3左右，商场卖到8700

元一斤的优质淡干海参，这次直销
只需2898元的价格即可买到。所有销
售的海参，均有国家正规生产许可
证书、食品安全检验报告，市民可到
现场亲验，放心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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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刘德水职工，2013年6月起

至今已多次通知来公司办理相

关手续，一直未来办理，违反了

本公司的相关规定。希见报之日

起7天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不来办理公司将按相关规

定解除劳务关系。

枣庄市天源建筑安装有限责

任公司

◆本人王涛二级建造师注

册证书号鲁204080800727，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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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睿成出生医学证明(号码
G371247877)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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