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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城事

本报济宁3月2日讯 (记者
庄子帆 ) 1日，济宁新交运出

租汽车公司启动为期一个月的优
质服务月活动，该活动旨在进一
步提升服务水平，为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贡献力量。

“每天出车前，我都要把车擦
干净，车内也保持整洁，给乘客一
个良好的乘车环境。”公司的的哥
孟小领一边擦车一边说。

记者看到，孟小领的车被他擦
得一尘不染，而且车内的座套和物
品摆放得非常整洁。在优质服务月
活动中，孟小领还会继续保持这样
的状态去接每一位乘客。

记者了解到，此次服务月活动
从3月1日开始，到3月31日结束，主
要对驾驶员的服务要求、营运规
范、文明用语、行车安全、经营守法
等方面进行考核。若出租车司机出
现违反规定的行为，将被扣分；做
好人好事的话，会加分。

公司刚被山东省交通厅、山
东省文明办评为“十佳文明出租
汽车企业”。“通过开展这个活动，
让出租车司机做到语言文明、仪
表文明、车容文明、行车文明、经
营文明，进一步提升驾驶员整体
的服务质量。”济宁新交运出租汽
车公司经理李大庆说。

“出租车是一个城市的窗口，
新交运开展这个活动，能给出租
车行业树立一个榜样，能够督促
其他出租车公司或驾驶员朝文明
服务这个方向靠近，这样市民出
行乘车的环境才会不断改善，也
能为创建文明城市出一份力。”济
宁城区出租车管理所副所长苗玉
海说。

的哥提升服务

乘车更加舒服

加收开瓶费违规，城区部分酒店调整这一规定

俩俩酒酒店店承承诺诺取取消消开开瓶瓶费费

本报济宁3月2日讯 (记
者 高雯 通讯员 王允 刘
建威 ) 本报刊发酒店加收开
瓶费实为霸王条款的消息后，
引起餐饮企业及济宁市工商部
门的关注。在摸底巡查中，济宁
市工商部门发现少数酒店已取
消这一规定，其中古槐路刘一
锅饭店和琵琶山路湖鲜鱼馆均

表示不再收取开瓶费，今后允
许消费者自带酒水。

2月1 9日，本报刊发《饮
料一进酒店，身价至少翻一
番》的消息，报道了城区大多
数酒店收取开瓶费的规定，
消费者自带酒水，需要加收
2 0至4 0元的开瓶费。这一规
定 被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认 定 为

“霸王条款”，违反了新《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济宁市消协的工作人员
称，近日接到关于酒店收取开
瓶费的投诉有所增多。根据消

费者的投诉，工商执法人员对
全市餐饮企业禁止自带酒水等
情况进行摸底巡查。在市民举
报的古槐路刘一锅饭店内，执
法人员并未看到不允许消费者
自带酒水的告示。饭店负责人
刘仑称，自开业以来，一直允许
消费者自带白酒和红酒，禁止
消费者自带啤酒和大桶饮料。
得知“禁止自带酒水”属霸王条
款后，他表示今后允许消费者
自带酒水。

在琵琶山路湖鲜鱼馆，禁
止自带酒水的字样很鲜明地摆

在柜台一侧。酒店负责人孙宜
刚说，之前消费者自带酒水，他
们的确收取开瓶费。知道最高
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后，就取
消了这一规定。

工商执法人员发现，不少
餐饮企业已主动取消了收取开
瓶费。“禁止自带酒水、包间设
最低消费、收取开瓶费等都属
于餐饮业的霸王条款，属于一
种行业垄断。”济宁市工商局的
一名执法人员说，市民遇到这
类现象，可拨打12315或向济宁
市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

本报济宁3月2日讯 (记者
马辉 李倩 通讯员 范保

峰 ) 2013年度济宁市住房公积
金缴存、贷款总额、余额，个人住
房贷款率、资金运用率和增值收
益等情况均创济宁历史新高，全
省榜上有名。

在缴存情况方面，截至2013
年底，全省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
总额3390 . 1亿元，较上年增长
22 . 8%。济宁累计缴存总额达到
了212 . 0亿元、缴存余额132 . 1亿
元，仅次于青岛、济南、东营和烟
台，分别位列全省第五位。

在个人住房贷款方面，2013年
全省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415 . 1亿元，住房公积金累计个人
贷款总额1948 .2亿元，比上年增长
27 .1%。济宁以139 .7亿元的累计贷
款总额仅次于青岛、济南位列全省
第三位。济宁以73 . 9%的个人住房
贷款率位列全省第四位。

在资金使用率、运用率、增值
收 益 方 面 ，济 宁 以 8 3 . 7 % 、
73 . 9%、1 . 9亿元分别位列全省第
五位、第四位、第六位。

公积金缴存、使用

济宁位居全省前列

酒店等餐饮服务业岗位招人挺难

计计划划招招3300人人，，仅仅有有三三人人报报名名

本报济宁3月2日讯 (记者
晋森 ) 2月28日，一场女性

专场招聘会在济宁市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开幕，在招聘会上，部
分酒店服务员、传菜员、前台等
岗位的工资在1800元以上，这
样的薪酬没有引起求职者的关
注。其中华东国际酒店计划招
30人，在一个半小时内，只有三
人前来报名。

2月28日上午9点30分，济
宁市妇联主办的“春风送岗”
女性专场招聘会如期举行，

来自长城宾馆、黄淮宾馆、华
东国际酒店、广电精品酒店
等济宁知名的餐饮酒店企业
参加招聘会，这些酒店招聘
的服务员、传菜员、前台等岗
位的工资都在1 8 0 0元以上，
有的达到3 5 0 0元、并提供带
薪休假。尽管如此，这些酒店
的招聘情况并不理想。其中
华东国际酒店计划招3 0人，
岗位包括洗碗工、传菜员、前
台等岗位。在一个半小时内，
只有三人前来报名。

常青路一家酒店的人事部
主管王女士介绍，尽管酒店提
供的薪水已经不低，但年轻人
感觉酒店工作较累，而年纪较
大女性求职者大都受制于工作
时间，所以这些岗位的人员并
不好招。

在现场找工作的小曹表
示，她曾经做过酒店服务员，收
入不低、管食宿工作挺好的，但
是一到结婚年龄，这类岗位听
起来不好听，让她忍痛放弃了
服务员的工作。

本报济宁3月2日讯 (记者
汪泷 通讯员 田志强) 2

月28日，金乡奥体中心综合体
育馆仍在施工，目前，体育馆建
设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预计3月
15日前能实现试运行。

2月28日，记者来到位于金
乡县新城区的奥体中心综合
体育馆。此时数十名工人正
在铺设体育馆前的广场。场
馆上方有一座巨大的横跨式
穹顶，仿佛将整个体育馆悬
挂在空中一般。体育馆建设
指挥部的技术负责人翟锋介

绍，金乡是“大蒜之乡”，半圆
的结构也是从大蒜的外形中
所延伸设计的。

在场馆内，几名工人正在
会场中间铺设地板。翟锋告诉
记者，场馆内有固定坐席3000
多个，地板铺设好后还将安置
1000余个活动坐席。场馆最大
的特点莫过于长达145米的横
跨式钢结构，这个跨度之大在
全济宁市的建筑中都十分罕
见。“现在工程已经完工90%，
预计3月15日前能实现试运行，
4月份将全面竣工，5月份即将

迎来省运赛事的预赛。”翟锋
说。

记者了解到，金乡奥体中
心将承办省运会的篮球和摔跤
比赛。目前已经盖好的综合体
育馆，只是金乡县奥体中心的
一期工程。“根据规划，金乡县
奥体中心的总体工程由一场两
馆和一校组成。”金乡县体育工
作室主任李忠亮说，整个中心
除了一座体育场、两座体育馆
之外，金乡县体校新校址也建
在这里，同时还包括一定数量
的篮球场、门球场等诸多附属

体育场地。
除了奥体中心之外，新城

区还将建设新的老年公寓、医
院等，同时还有一座中学和小
学开工建设。因为未来将集健
身、养老、医疗于一体，因此新
城也被金乡百姓称为“健康新
城”，寓意这里会成为金乡县新
的政治、教育、文化、体育中心。
金乡县副县长杨美兰表示，配
合老城区的金乡县老体育广
场，两座大型的全面健身场地
将满足金乡县新旧城区市民对
体育锻炼的需要。

金金乡乡体体育育馆馆44月月将将全全面面竣竣工工
主要承办省运会篮球、摔跤等赛事

在1日举行的济宁人才市
场春季大型招聘会上，网络销
售、淘宝店长、国学教师、3D建
模师、手机游戏设计师等岗位
颇具吸引力，两三个小时就吸
引了五六十人报名。

“这个岗位需要《教师资格
证》吗，工资待遇如何？”在山东
儒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招聘摊
位前，小鲁看中了国学讲师的职
位，听说中文、历史等专业毕业
生优先考虑时，毕业于济宁学院
中文系、且有半年教学经验的他
顺利进入面试阶段。

济宁子曰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招聘网络销售、淘宝美工
以及淘宝店长等，这些岗位也
吸引众多求职者。“淘宝网现
有卖家800多万，但是其中部分
店家存在经营不善现象，我们
公司通过托管的模式，帮助他
们改善经营管理，从而赚取费
用。”招聘负责人陈老师说，这
些岗位没有经验要求，还有专
业培训提高员工的沟通能力
和业务知识，属于朝阳产业。

记者看到，这些新岗位比
一些传统岗位更受求职者欢
迎，仅两三个小时，一些新职
位就吸引了五六十人报名。

本报记者 贾凌煜

延伸阅读

新行业新岗位

受求职者青睐

一名求职者埋头寻找招聘信息。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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