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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奥赛赛加加分分取取消消 培培训训班班““受受打打击击””
有培训班去年招30人，今年一人也没招到

一、泰安市商业银行简介：
泰安市商业银行前身为1986

年11月山东省内第一家挂牌成立
的城市信用社，是以股份制有限公
司形式设立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泰
安市商业银行于2007年8月16日正
式挂牌成立，总部位于“五岳独尊”
泰山脚下的泰安市。截至2014年第
三季末，全行资产总额为317 . 05亿
元，各项存款余额242 . 64亿元，信贷
规模134 . 62亿元，经营管理稳健。良
好的经营业绩使泰安市商业银行
社会公信力不断提升，先后荣获金
融时报金龙奖“年度最具成长性中
小银行”奖项、“金鼎奖”2013年中
国最具竞争力商业银行奖项，“中
国诚信经营AAA级示范企业”“全
国助力中小企业十佳银行”奖项。
作为一家地方性金融机构，泰安市
商业银行自成立以来，以打造差异
化的精品银行、社区银行和小微支
行为目标，坚持专注于小、致力于
快、凝聚于心的经营风格，合规发
展，稳健经营，逐步成长为泰安地区

一支重要的金融生力军。为进一步
扩大业务范围计划在新泰市、肥城
市、宁阳县和东平县增设部分网点，
现面向县域地区招聘工作人员。

二、招聘岗位
1、县域地区小微支行行长岗；
2、后台柜员岗；
3、零售或公司客户经理岗。
三、基本条件
(1)县域地区小微支行行长岗
1、必须具备县域所在支行当

地户口；
2、全日制专科以上学历，经济

金融等相关专业，原则上年龄在40

周岁以下；
3、有金融行业管理工作经验，

个人综合素质较高，在金融行业工
作业绩良好；

4、遵纪守法，品德端正，无违
规违纪记录；

5、在县域地区具备广泛的社
会资源的优先考虑。

(2)零售或公司客户经理岗
1、必须具备县域所在支行当

地户口；
2、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年龄

在35周岁以下，经济或金融相关专
业；

3、有银行客户经理从业经验
者或具备丰富社会资源者优先考
虑；

4、遵纪守法，品德端正，举止
大方，形象气质好，无违规违纪记
录。

(3)后台柜员岗
1、必须具备县域所在支行当

地户口；
2、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年龄

在30周岁以下，会计、经济或金融
相关专业，具备会计证；

3、有银行综合柜员从业经验
者或具备丰富社会资源者优先考
虑；

4、遵纪守法，品德端正，举止
大方，形象气质好，无违规违纪记
录。

四、报名方式。
采用现场报名方式。

1、请登陆泰安市商业银行网
站www.taccb.com网页人才招聘-招
聘公告中，点击“下载链接”，然后
复制“《泰安市商业银行县域支行
应聘登记表》”。

2、现场报名需本人携带《泰安市
商业银行县域支行应聘登记表》一式
4份(打印成正反面)、身份证、学历证
书、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到
所在县域支行综合业务部报名。

3、《泰安市商业银行县域支行
应聘登记表》请发送至 t accbhr@
163 .com。

4、报名地点：
(1)新泰支行
地址：新泰市平阳路559号；
联系电话：0538-7268169。
(2)肥城支行
地址：肥城市新城路096号；
联系电话：0538-3262222。
(3)宁阳支行
地址：宁阳县城七贤路北段

941号；
联系电话：0538-5618877。

(4)东平支行
地址：东平县西山路60号；
联系电话：0538-2871176。
五、报名时间。
2014 . 12 . 22-2015 . 1 . 18。
六、招聘程序
1、初选。根据报名情况进行初

选；
2、资格审查。考生须提供相关

材料进行审查。主要包括个人身份
证、毕业证、学位证，有助于证明个
人能力和荣誉的材料等；

3、笔试和面试。笔试合格者进
行面试；

4、体检。面试合格人员统一参
加体检。

七、其它事项
1、对审查时发现条件不符、报

名时填报虚假信息或体检时有严
重疾病的，取消聘用资格；

2、未被聘用人员的应聘材料
由我行保管，恕不退还；

3、现场报名必须本人到我行
县域支行递交材料。

泰安市商业银行县域支行招聘简章

奥赛今年取消加分

不少学生放弃攻题

“自从知道高考取消了中学
生学科奥赛加分，我们班学习中
上的一些学生就很少有专攻奥
赛难题的了，对于学习成绩特别
优秀的学生来说，参加奥赛是一
种乐趣也是种挑战，但对于学习
成绩稍好，想借着奥赛提提分的
学生，就没必要再去攻克难题
了，不如把时间放在提高文化科
成绩上。”泰城一所高中的女生
小兰说，本来还会外出参加奥赛
培训班，现在再也没去过，马上
高考了，时间太紧张。

“我觉得没必要为了奥赛获
奖加分费时间，还是好好地学习
比较靠谱。”泰山中学一位女生
说，他们班现在一个学习奥赛类
科目的都没有。

泰安一中一位女教师说，每
个年级都有一个奥赛班，平时周
末的时候，老师会给这些学生辅
导奥赛类竞赛，奥赛取消加分，
但上课的同学依旧有不少，他们
也不指望着奥赛加分，自身学习
成绩比较优秀。

去年招30人

今年一个没招到

泰城的培训机构有很多，14
日，记者走访多家发现，已经不
见有奥赛类的培训科目了。一家
教育机构负责人坦言，原来加分
的时候还有很多学生学习，去年
单奥赛班就有三十个学生，而自
从了解到取消加分后，还没有学
生前来咨询过奥赛培训班。

“泰城各高中都有专门培训
奥赛的老师，培训班请他们来上
课得花费很大的费用，学奥赛的

学生本来就少，市场份额也小，
偶尔一两个学生也没办法开
课。”一家培训机构老师解释。

一家培训机构老师说，“现
在艺术类培训依然很火，报体育
特长生班的也很多，虽然高考取
消了部分加分，但是评优、竞赛
等活动还正常进行，只是不再与
高考挂钩。那些学特长的学生，
在高校录取时还是有一定优势，
高校自主招生的初审阶段将优
先考虑有特长的学生。而且现在
很多学生都想拿到高水平运动
员证书，对考一些体校还是有用
处的。”

本报泰安1月14日讯 (记
者 曹剑 通讯员 张侠)
14日上午，泰安交警查获一辆
“奇怪”奔驰，方向盘在右侧，
挂着俩牌子，但是交警在公安
网查不到该车信息，而且行车
证为伪造的。目前，该车已被
暂扣等待进一步处理。

1月14日清晨，泰安交警
支队景区大队勤务二中队在
环山路黄山头村路口展开整
治，8时许，一辆黑色奔驰轿车
车速缓慢犹豫且行迹可疑。执
勤民警说，远看该车驾驶位没
人，再看该奔驰轿车前方挂号
牌为上下两幅，上面是白色的
牌子，写着“LY88”，下面是黑
牌，像是香港地区的车牌，民
警遂指挥该车靠边停车。

民警按惯例站在车辆左
侧检查驾驶员，发现驾驶员竟
然在副驾驶位置，原来车的方
向盘也在右面。驾驶员配合地
出示了驾驶证及行车证。民警
邱伟志检查行车证发现，明显
是假的，检验章造假非常明
显，2013年以及2014年的章不
是制式打印章，而卡的章，日
期是手写的。

民警登陆公安网查询，该
车查询不到任何信息。“这车
和国内的车不一样，我们怀疑
是走私车，暂时移交给派出所
进一步处理。”民警称，他们依
法将车暂扣，并对驾驶员开出
了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行
驶证罚款2000元、并处15日以
下拘留的处罚。

本报泰安1月14日讯(记者
侯峰 通讯员 张广岭)

14日，记者在东平法院了解到，
2014年仅一家银行的联保小组
方式发放的小额借款案件就
审理了300多起。法官介绍，不
少农民法律意识不强，并不认
为作担保就要负责任，而银行
在放款时也没有对此进行说
明，造成大量纠纷出现。

王某和李某2011年1月14
日在东平一家银行办理可循
环农户借款5万元，借款期三
年，由被告赵某等4人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合同到期后，由于没
有还款，银行将借款人和担保
人都告上法院。东平法院依法
审理此案，并作出判决，王某和
李某被判偿还本金和利息近6
万元，赵某等4人被判对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这样的案件去年仅在一
家银行就发生了300多件，不
少当事人尤其是担保人，认为
自己又不是借款人，只不过是
签个字而已，往往不愿意参加
诉讼，但最后判决结果往往对
他们不利。”东平县法院民二
庭陈可征庭长说，银行提起的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近几
年，几乎占到法院审理商事案
件的近一半。在此类案件中，
特别是向农村采取三户或多
户联保小组方式发放的小额
借款存在不少问题。

“当有人上门请求他们做
担保时，不少人往往碍于人情，
草草在协议上签字，对方违约
后一走了事，要由担保人来承
担连带责任。”陈可征说，银行
在放贷时对农户没有认真仔
细说明，也造成诉讼多发。

这车挂两个牌照
方向盘还在右侧

两人贷款请四人担保
违约不还六人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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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1月14日讯(记者
邢志彬 ) 2014年12月，本报连
续报道17岁河南籍少年刘治国
在泰安失联5天，被家人找到时
已经重度昏迷之后不治身亡一
事。2015年1月，警方的尸检报告
结论为 :“重度肝衰竭导致的多
器官衰竭死亡”。

2014年12月3日，刘治国从

内蒙古通辽经徐州返回商丘，却
莫名来到泰安，随后失联。他曾
于4日晚9点多，入住泰安火车站
附近招待所，5日凌晨1点50分，
被招待所两名人员拉出门后，于
5日早上被晨练市民发现，送医
后一直昏迷，9日，医院下发病危
通知书。15日中午，刘治国不幸
去世。

警方对此事调查时，排查了
刘治国出宾馆后的沿途监控，发
先他出宾馆后行为怪异，但排除

了被害的可能。刘治国的哥哥刘
艳晴要求进行尸检，弄清楚导致
弟弟肝衰竭的相关原因。

2015年1月14日，泰山区警
方公布刘治国尸检报告，报告结
论是“重度肝衰竭导致的多器官
衰竭死亡”，血液理化检验和尸
检报告相同，警方已通知家属来
拿报告。

民警解释，这个结论指的是
病理性的肝衰竭死亡，家属基本
接受这个结论。

17岁“失联少年”刘治国尸检报告公布

重重度度肝肝衰衰竭竭导导致致死死亡亡

教育部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明确表示，2015年起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
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
目。泰安的培训学校奥赛类培训遇冷，有的教育机构去年
招了三十名学生，今年一个学生都没招到。

本报记者 白雪 实习生 肖凤元

此次改革虽对鼓励性加分
进行了调整，但扶持性加分仍
有所保留和完善。依据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2015年高考
保留以下考生高考加分资格：

1 .烈士子女。
2 .边疆、山区、牧区、少数

民族聚集地区少数民族考生。
3 .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

女和台湾省籍考生。
4 .自主退役士兵。
5 .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

(含)以上或被大军区(含)以上单
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

五类考生

仍具加分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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