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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老李初九离家来烟找工作，可没技术年龄大缺乏竞争力

找找不不到到活活儿儿，，农农民民工工老老李李很很着着急急

用工榜

烟台高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需求液压维修师2名、发动机维修师1

名，工资面议，联系方式13953527572，公司
地址在冰轮集团北200米。

烟台福信钢铁有限公司
需求文员3-5人，业务员3-5人，工资面议，联系方

式13365457566。
烟台约书亚商贸有限公司

需求业务精英6-10人，工资待遇2000元以上，联系方式
05356273318。

烟台奥维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需求装配电工1人，工资面议，联系方式05356256855。

烟台金德成套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需求行政助理1人，要求本科学历及以上，有3-5年工作经验，工资面

议，联系方式05356117711。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李
楠楠） 2日，在烟台市人力资
源市场招聘会现场熙熙攘攘的
人群中，穿着一双胶鞋，背着一
大袋行李的李铁军显得很特
别，他已经在招聘会现场转了
好几圈了，但没学历，没技能的
他还是没有挑选到合适的岗
位。

“ 不 是 咱 的 学 历 不 行 ，
就是说咱的年龄偏大，还有
就是咱没有技术，还有的工
作 要 求 本 地 人 ，有 房 产 ，有
一 个 航 运 公 司 还 要 求 交 一
万多元的押金，没想到找个
工 作 这 么 难 。”李 铁 军 告 诉
记 者 ，他 今 年 4 6 岁 ，老 家 在
河南周口，大年初九他坐车
先到的商丘，然后转车来到
烟台。

“我在烟台没有亲戚朋
友，就感觉这里靠海，沿海地
区经济发达，机会多。”李铁

军说：“昨天我还去了趟开发
区的招聘会，那里企业多，人
也多，但转来转去，也没有找
到合适的工作，今天这不又
打听着来这里看看，我早上
七点就来门口等着了。”

李铁军说，他之前都在建
筑工地上打工，“那时候跟着老
乡，跟着一个建筑老板负责在
工地上打桩，两班倒，包吃住，
一个月5000多元，可是今年那
个老板迟迟没有开工。我们那
里工厂少，村里人过了年初七
就陆续往外走了，过了初十就
基本走光了。”李铁军说，他有
三个孩子，大女儿今年大学刚
毕业也在找工作，两个儿子一
个上高一，一个上高二。

“家里负担挺大的，挣一点
钱都供娃们上学了。”李铁军
说：“家里有十亩地，都是媳妇
一个人忙里忙外。来这里打工，
我就想找一个包吃包住，每个

月三四千元的工作。”
不过，现实让老李有些失

望，“转了好几圈，都没有合适
的，但我这两天必须找到一份
工作，因为我带的钱快花完了，

实在找不到好的，找个孬的也
行”。李铁军说着，便站起身来，
背上行李，“我到外面马路边上
再看看，有没有招工的，我一定
能找到”。

房地产不景气

“老板”逛起招聘会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苑菲
菲） 因生意不景气，干了几十年
铝合金生意的刘先生，也跑到了
招聘会上，看看今年房地产行业
的行情，顺便瞅一瞅有没有合适
的岗位。

2日上午，烟台市人力资源市
场内发布招聘信息的大屏幕前围
满了人，头发花白的刘先生也在
其中。记者问他是否找工作时，刘
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冲着记者点
头称“我来看看，先看看……”。

刘先生今年55岁，从上世纪
九十年代开始，自己干起了铝合
金的买卖，之前的生意一直不错，
可从去年开始，受到房地产行业
不景气的影响，铝合金生意也不
好干了。

“反正也没生意，找找有没有
合适的”，刘先生盯着屏幕看了几
秒钟又叹口气说，“不景气也得继
续干”。刘先生表示，这是他第二
次来招聘会了，在招聘会上看到
好几家房地产企业在招聘，不知
道今年是个什么行情，希望能比
去年好一些。

女性专场招聘会

引来2500多名求职者

从河南来到举目无亲的烟台，李铁军没有傍身之技，在招聘会
上无功而返。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孟倩宇） 2日上午，芝

罘区人社局、芝罘区妇联联合在
芝罘区新启用的人才（人力资源）
市场举办了“春风送岗位”女性专
场招聘会，约有650名女性在该招
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据悉，招聘活动共组织80余家
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
个，振华集团、百丽集团、威利发、
中医世家、纪明丽健身、鲁妹家政
等吸纳女性就业较多的重点企业
入场招聘，招聘职位涵盖销售服
务、人力资源、行政管理、医师药
师、技术人员等，吸引求职者2500

余人入场求职，约有650名女性初
步达成就业意向。同时，在招聘会
现场设立了咨询服务台，为参会
女性提供政策法规、权益维护等
方面的咨询服务。

这个月13场招聘会等你来应聘

时间 招聘会主题

3月3日（周二） “烟台市大中专毕业生招聘会”

3月4日（周三） “烟台市旅游餐饮暨大型服务企业招聘会”

3月5日（周四） “烟台市高校毕业生暨专业技能人员招聘会”

3月10日（周二） “烟台市商贸暨进出口企业招聘会”

3月11日（周三） “烟台市暨高新区知名企业招聘会”

3月12日（周四） “烟台市女性就业创业招聘会”

3月17日（周二） “烟台市汽车制造暨售后服务企业招聘会”

3月18日（周三） “烟台市暨莱山区知名企业招聘会”

3月19日（周四） “烟台市房地产暨物业管理企业招聘会”

3月24日（周二） “烟台市综合企业招聘会”

3月25日（周三） “山东半岛知名企业招聘会”

3月26日（周四） “烟台市专业技能人员招聘会”

3月31日（周二） “烟台市综合类企业招聘会”

求职栏

刘其水，求职建筑管理、项目经理、施工员，期望月薪8000-10000元，联系方式
13697637116。

王雨，女，41岁，中专技校毕业，现在一国企工作，有航车证会操作磨床，因效益不
好想找个合适岗位，联系方式13853532612。

王丹妮，女，27岁，毕业于山东女子学院，会计专业，有会计从业资格证和保险从业资格
证，曾在建设银行威海分行电子银行部和招商银行威海分行信用卡部工作，想找一份合适的

工作，联系方式：13287876652。
提示：求职者和企业可@“今日烟台”官方新浪微博或者搜索微信公众号“今日烟台”，发布求

职或招聘信息，也可发送短信到15305352272，或电子邮件到258012562@qq.com，本报“招聘求职平台”
正在开放，免费刊登求职和招工信息，等你来报名。

本报记者 苑菲菲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兆军 整理

““拖拖家家带带口口””招招聘聘会会上上找找工工作作
节后招聘会每天人流量1100人次，需求量较大的是生产加工行业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苑
菲菲） 2日，烟台市人力资源
市场举行了大型的招聘会。招
聘会上，不少市民带着老婆孩
子一起来到现场，打算找一份
合意的工作。据悉，2日已经是
年后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的第五
场招聘会了，目前用人需求量
较大的主要有生产加工、酒店
餐饮和批发零售三个行业。

2日上午，烟台市人力资源
市场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到
上午10点左右达到高峰。不少
市民带着家人、抱着孩子一起
来找工作，不时有小孩的哭闹
声从人群中传出。

今年27岁的尹逢源家住芝
罘区黄务，一大早就开着自家
面包车，带着妻子和不到1岁的
女儿来找工作。据其妻子宫女
士介绍，之前丈夫在烟台干车
床，后来自己怀孕回莱州老家
生产，丈夫就一块去了，在莱州
找了份给人送家具的工作，因
一直住在宫女士娘家，不太方
便，夫妻俩打算年后回烟台来
找工作。

“要还房贷，还有个孩子要
养，一个月省吃俭用也得花费
三四千，一个月不到三千块钱，
工资有点低了。”在招聘会现场

转了一圈，尹逢源夫妻俩都有
点不满意。尹逢源说，虽然他学
历不高，但是干过快递、干过物
流，会开车，能吃苦，想找一份
月工资3500元以上的工作，工
作地点最好在黄务附近。

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市场了

解到，2日已经是市人力资源市
场举办的第五场招聘会了，每
天的人流量都在1 1 0 0人次左
右，高峰时能达到2000人次。而
每天前来招聘的企业平均80多
家，高峰时可达到100家。目前，
用人需求量最大的行业有生产

加工、酒店餐饮和批发零售，招
聘热门的职业有业务员、营业
员、酒店餐饮服务人员和有一
定工作经验及技工水平的技术
人员，较容易招聘的职业则是
行政文员、办公室文员及一线
生产操作工人。

尹逢源为了找工作一家三口齐上阵，带着老婆孩子逛招聘会。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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