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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招招11660000人人只只收收到到11份份简简历历
招聘单位叹：适合要求的人才太少

本报青岛3月1日讯（记者 蓝
娜娜） 2月28日，一名乘坐363路
定时快车的男乘客在未到站央求下
车被拒后，突然抢夺方向盘，导致满
载百余名乘客的公交车撞进花坛，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该男
子已被刑事拘留。

1日上午，在青岛公交集团李
沧巴士分公司363路队院内，因乘
客抢夺方向盘而失控撞入花坛的公
交车停放其中。记者看到，这辆受损
的14米长公交车前挡风玻璃右侧
碎成蛛网状，车头挡板完全变形，底
盘磨损严重。

该车驾驶员褚嘉君称，2月28日
下午，他驾车从香港中路向百通馨
苑方向行驶，由于该班次为每周一
至周五每天下午发出的唯一一班定
时快车，全程将普通线路的39个站
点缩减至8个，因此各站间隔较长，
为避免乘客误乘或坐过站，每到一
个站点他都会对上车乘客提醒，并
连续按几遍语音报站提示器。记者
从车内监控录像看到，在车辆行驶
到安庆路时，褚嘉君三次大声提醒
下站为李村公园站，同时也通过语
音报站提示器向车内发了提醒。

17时50分左右，当车辆驶离安
庆路站后，一名男乘客走到前车门
处与司机交谈。“他说自己要在辽阳
西路下车，想让我中途停车让他下
去。根据规定，未到站公交不能停
车，因此我在解释后就继续开车。到
了河西水果批发市场对面时，该男
子再次央求下车，见我不同意突然
上前握住了方向盘，还向右拉动。当
时正值晚高峰，车左侧是行驶的其
他车，右侧是路边花坛，我赶紧脚踩
刹车，最终车还是冲进了花坛里，还
把一根灯杆撞倒在地。”褚嘉君说，
由于公交车时速为40公里/小时，
且自己缓踩了刹车，车内100多名
乘客没有出现伤亡情况。“车停下
后，有乘客问怎么回事，这名男乘客
还谎称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事故发
生后，褚嘉君立即报了警，并将车内
其余乘客导乘至后面的公交车。目
前，该乘客已被刑事拘留。

求停车被拒

乘客竟抢方向盘

本报青岛3月1日讯（记者 周
衍鹏） 胶州湾大桥开通已近四年，
每到节假日，大桥上都会出现各色

“观景车”，尽管大桥交警通过各种
手段予以制止，但“观景车”仍难杜
绝。1日，记者采访获悉，今年春节
期间，共有500多辆车因违法停靠
应急车道被抓拍，各将面临罚款
200元记6分的处罚。

据了解，春节期间，由于继续实
行高速公路对小型车辆免费通行政
策，许多市民及外地游客为一睹大
桥风采，专门驾车前来观赏，胶州湾
大桥车流量急剧猛增，日最大通行
量6万余辆，相当于平时的2到3倍。

“基本上每天从上午9点半开始一
直到下午4点半，我们就没闲着，这
边刚劝离，那边又有违停车辆出现，
为了确保交通安全，我们只好不间
断地来回巡逻。”执勤民警说，春节
假期7天内，“观景车”数量明显增
多。

据了解，每到节假日，为防止
“观景车”，大桥交警大队都严阵以
待，通过警车巡逻、全覆盖监控等各
种方式来劝离或抓拍乱停车交通违
法行为。然而，大桥开通近四年，“观
景车”仍难绝，尤其是节假日，更是
出现“观景车”的高峰期。据统计，今
年春节期间，共有500多辆车因违
法停靠应急车道被抓拍，按规定，各
将面临罚款200元记6分的处罚。

乱停胶州湾大桥

500“观景车”挨罚

本报烟台3月1日讯（记者
李楠楠） 1日，烟台市芝罘

区人才市场正月招聘会现场人
头攒动。虽然来应聘的人不少，
但经过一上午的招聘，不少企
业还是感觉没“吃饱”。一家开
发区的企业要招1600人，现场
却只收到一份简历。

芝罘区人才市场正月招聘
会从2月26日开始，一直持续
到3月2日。3月1日上午8点半，
招聘现场已经人来人往。福山
一家汽车配件公司现场承诺，
应聘成功员工一年发14个月

的工资，同时还有年中、年终奖
金，上下班有班车。来自开发区
的LG乐金显示（烟台）有限公
司现场直接打出“公司直招面
试的应聘者可以获得家家悦
50元购物卡一张，面试成功并
报到入职的可以获得精品礼盒
1个”的口号，还有很多企业也
为招工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优
惠，但不少企业反映现场招聘
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我们到 3 月 6 日要招到
6 0 0 人，整个三月份要招到
1600人。”LG乐金显示（烟台）

有限公司现场招聘主管牟晓
君说，“除了一线技能职招聘
岗位外，还有近100名事务职
招聘岗位，要求本科以上学
历。需求量相当大，但到现在
只收到一份简历。整体效果不
是很理想，比如年龄结构、学历
层次等。”

反映招聘效果不理想的不
光这一家企业。绿叶制药集团
的现场招聘负责人告诉记者，
当天的招聘会现场只收到了
10份左右简历，一线蓝领工人
一直比较缺乏，不过现场咨询

的人虽然多，但真正达到要求
的没有多少。

虽然招的多是一线蓝领，
但都是有技术要求的。“确实是
这样，虽然来我们摊位前咨询
的人不少，但真正适合我们公
司岗位要求的人很少。”卓越实
业有限公司的现场招聘工作人
员说，“我们提供的电焊工岗位
月薪4500元以上，包装工月薪
3500元以上，销售经理年薪25
万，很多人看好我们的待遇，但
一来应聘，自身水平达不到要
求。”

青青岛岛一一超超市市用用上上自自助助结结账账机机
扫码、缴费、取清单和发票，几十秒搞定

本报青岛3月1日讯（记者
赵璧） 青岛一家超市引进4

台自助结账设备，试运行半个
月以来，每天顾客自助结算的
购物接近两万元。因为不用排
队，它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1日中午，在青岛市麦岛路
附近的利群集团麦岛生活超市
出口处，推着购物车的李先生
从购物车上取下各种商品，自
己将购买的物品在自助结账设
备上扫码，然后插入银行卡完
成结算，取走购物清单、刷卡单
据和购物发票，整个过程不到1
分钟。“不用排队，操作也不难，
挺好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
就住在附近，是第一次使用自
助结账设备。

记者观察发现，使用自助
结账设备的绝大多数都是年轻
人，这些设备刚试用了半个月，
大多数顾客都是第一次使用，
使用后也都感觉不错，不过也
有些小问题。“用起来感觉挺好
的，就是买购物袋稍微有点小
麻烦。”一名刚刚自助结账的女
顾客说。

该超市负责人李德龙介
绍，引进这四台自助结账设备
是为了提高超市的智能化水
平，增加顾客良好的购物体
验，同时也希望能减少人工
成本，提高顾客结账的效率。
至 于 顾 客 提 到 的 购 物 袋 问
题，李德龙说，根据自助结账
设备的可视化提示操作很简
单，只是顾客购买了购物袋
后，需要到人工收银台拿取，
不过超市安排了自助结账辅助
人员，可以代劳，不会令顾客感
到不便。

李德龙还介绍，以往人工
收银台每班次要4人，现在已经
减少到3人了，4台自助结账设
备，只有一台可以用现金结算，
这台设备也最贵，价格在18万
元左右，其他3台需要用银行卡
或者超市的购物卡来结算，每
台价格在16万元左右。据粗略
统计，试用的半个月以来，4台
自助结账设备平均每天结算的
金额接近两万元，几乎快抵得
上一个班次3名收银员结算的
大部分费用了。

本报记者 杜洪雷

造1元假币亏了本

三男子还面临刑罚

前段时间，费县警方在走
访中发现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
大量的1元假币，随即展开调
查。通过顺线追击，费县公安局
经侦大队民警很快就发现了销
售假币的犯罪嫌疑人，并锁定
其活动轨迹。今年1月27日，专
案组果断出击，将三名犯罪嫌
疑人抓获，并在现场缴获了液
压机、打气泵等一宗作案工具。

经过调查，该犯罪团伙为
首的是兰陵县的钱某。36岁的
钱某早年做生意有了一定的积
累，可是后来开车撞人赔了很
多钱，接着做生意又失败，为了
尽快赚到钱，钱某开始动起了
歪心思。他在上海做生意时，一
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上海有制造
游戏币的机器。“他认为这个机
器既然能造游戏币，就能造假

的1元硬币。”其同伙交代称。
于是，钱某就拉拢其堂弟钱某
某和朋友许某合伙造假币。他
们从网上查询到河南郑州卖液
压机，就从郑州购买了液压机。
同时，该团伙从其他途径购买
了造假硬币的模具和原材料。

一切准备就绪后，该团伙
开始大量地生产1元假硬币。自
2014年1月至6月，该团伙共制
造假币16万余枚。可是，三人前
期投入了18万元的成本。该团
伙通过QQ群散布销售1元假
硬币的信息，从而招揽不法分
子购买。由于急于卖出手中的
硬币，其在QQ群中称“诚信为
本，可免费发样品”。

结果，三名嫌疑人只卖出
了一部分就被抓了。民警在现
场查获假1元硬币4850枚。目
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目前多个QQ群

还在叫卖“高仿硬币”

制造假币的嫌疑人称销售
假币的渠道主要是通过QQ群，
难道真有人明目张胆地从事这
种非法行为？3月1日，记者通
过查询，真的找到了多个“销售
高仿硬币”的QQ群。有的QQ
群声称“不限量，买多少你说了
算”。更有QQ群称，“支持各种

形式的验货，绝对实力卖家”。
为了一探究竟，记者找到

了一个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
QQ群，并与其群主进行了联系。
通过简单的试探后，对方便毫不
避讳地谈起了销售1元假硬币的
生意。对方为了让记者相信其实
力，发送了多张图片。图片中，1
元的假硬币被装在纸箱子里，能
够清楚地看到正面1元的标识和
背面菊花的标识。

对方称，假的1元硬币根
据仿真的程度也有不同的价
格，分为3毛的和4毛的。“1000
个起发，先要付款，不能用支付
宝。”对方称，“少了不折腾，没
有多大利润”。

对于1元假硬币的仿真程
度，对方称“高仿的，眼睛分不
出来”。为了能够卖出假硬币，
该群主称“量大会便宜”。

警方提醒，购买伪造、变造
人民币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
的人民币而持有、使用的都是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投投入入1188万万造造出出1166万万个个11元元假假硬硬币币
造假的三名男子被抓，目前很多假硬币还在网上叫卖

临沂的三名男子造不了百元大钞，竟然购买模具和原材料伪造1元硬币，并且通过QQ群进行销售，可
是他们不但没有发财，还亏了不少钱，最后被费县警方抓获。近日，记者通过网络查询发现，网上依然有人
在销售伪造的1元硬币，价格在3毛钱左右。

1日中午，一名女顾客在这家超市购物后，在工作人员的辅
助下使用自助结账设备。 本报记者 赵璧 摄

一个贩卖假币的QQ群主
发过来的假硬币图片。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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