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男性性干干扰扰少少更更易易找找到到工工作作？？
专业人士称随着第三产业发展，用工岗位增多，多数已无性别要求

喜星电子，招一线工人，男16-25

周岁，女16-30周岁（年龄可适当放
宽），底薪1570元+100元满勤奖+岗位
补贴100元+夜班补助15元，每月10号
发工资，报名电话：18353595991；

烟台光宝（贝尔罗斯）移动电子
部件有限公司，招一线工人，16-33周
岁，不穿连体服，工作轻松，免费班
车、免费工作餐，每月15号发工资。联
系方式：赵主管，18660595199；

烟台铭锋票务有限公司，招聘机
票出票员，要求22-35周岁，大专以上
学历，一年以上航空票台机票操作经
验；熟悉机票销售业务流程，熟练操
作民航订位系统，并能独立出票，会
退票规则的熟手优先；家住黄务附近
优先；招聘销售经理，大专以上学历，
熟悉销售市场运做和客户关系管理，
并有一定客户资源，家住黄务附近者
优先；联系方式：0 5 3 5 - 6 6 9 7 8 8 8、
13053594416。

魏永臣，男，23岁，毕业于烟台职
业学院土木工程专科，曾在青岛舜天
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责建筑施工
现场管理，参与分部分项工程的验收
工作，并负责整理工程进度资料，有
驾照，期望找一份房地产/建筑/建材
/工程行业的工作，期望职位为工程
造价/预结算、施工员、建筑施工现场
管理、工程资料管理，期望月薪2001-
4000元/月，联系方式：18363817756；

我是一名韩国料理厨师，在这行
业做了7年多，精通中餐，略懂日餐，
供职韩资企业已有4年多时间，多次
成功出色完成公司的韩国、日本、马
来西亚、美国、意大利客户的接待任
务，受好评，现寻大型韩资公司内餐
的工作，或有关职位，联系电话：
13723968567；

于德海，男，38岁，中专，有电工、
焊工、司炉等证，精通锅炉、水电暖，
希望在莱山区找一份相关的工作，期
望 工 资 4 5 0 0 - 5 0 0 0 元 ，联 系 方 式
13853524569；

赵举兴，25岁，现有ISO9001认证
书，有会计从业资格证，毕业于烟台
大学文经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想找
一份机械方向的办公室人员或者采
购 、售 后 岗 位 ，联 系 方 式 ：
15668058786。

>>用工榜<<

>>求职栏<<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苑
菲菲） 5日烟台市人力资源
市场举行女性专场招聘会，不
过因为当天是元宵节，求职者
减少，因而招聘会推迟到3月
12日举行，但仍有不少女性求
职者专门在5日奔赴人力资源
市场找工作。不少年轻女性表
示，相比男性求职者，女性更
难找工作。而专业人士表示，
目前大多数岗位都不限男女，
有一些需要耐心和精细化运
作的岗位，更青睐女性求职

者。
今年25岁的任女士5日上

午在招聘会现场转了一圈后，
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任
女士说，她在外地干过一年门
窗行业的采购，今年想回烟台
找一份差不多的工作，可是现
在的她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年
龄，“人家觉得你二十五六岁
马上要结婚生孩子了，虽然不
说什么，但是有同样条件的男
性的话，人家宁愿选择那个男
的。”任女士说。

“我们招聘的都是17-25

岁的年轻女性，她们处于工作
的黄金年龄段。”一家美容机
构的店长宋先生向记者坦言，
美容这个行业决定了从业者
多为女性，但是他们也欢迎男

性美容师和保健师加入，主要
是男性对工作方面更有上升
欲望，而女性在这方面动力不
足。“女性年龄再大一些就要
有牵挂了，要照顾家庭，要生
孩子，从公司角度来说，更愿
意招聘年轻女性。”宋先生说，
店里也招聘过40岁左右的已
婚已育女性，但是后来发现这
类女性一边要照顾公婆，一边
要看顾孩子，常常请假，干扰
有点多。

对于女性求职者的担
忧，烟台市人力资源市场的
专业人员称，目前市场上的
求职者，男性约占52%-53%，
比女性求职者略多。近两年
来，已经很少有女性求职者
在求职过程中因为性别原因

遭到歧视，主要是现在第三
产业发展迅速，用工需求增
大，大多数工作岗位都不再
有性别要求，而要求性别的
工作岗位也是根据其行业本
身的定位来的。

“比如机械加工类的，
这种偏向体力工作的，男性
要比女性更受欢迎。而精细
化作业的，如服装加工等，
女性比男性更受欢迎。”工
作人员表示，女性较男性更
有耐心，在同一个岗位上更
待得住，沟通方面也较男性
更有优势。此外，现在更多
的公司更看重求职者的能
力而不是性别，因此女性求
职者和男性相比，工作机会
是差不多的。

情情系系三三胞胞胎胎，，88年年不不变变的的约约定定
元宵节当天，交警为孩子们送去油、米等生活日用品

本报记者 柳斌
通讯员 杨涛

3月5日是学雷锋日，在芝
罘区黄务街道办事处上车门
村村民刘传龙家里，已经8周
岁的三胞胎姐妹再次见到了
当初用警车开道迎接他们来
到人间的交警叔叔。犹如一个
约定，8年来，每逢过年过节，
烟台市交警三大队的民警王
建和同事都会到家中看望孩
子们。

孩子们送出节日礼物

5日上午11点，当民警来
到位于上车门村的刘传龙家
中时，刘传龙和三胞胎姐妹已
经在胡同口等着了。“王叔叔
好，警察叔叔好。”王建和同事
刚走下车，姐妹三个争相跟他
们打招呼。

刘传龙说，交警三大队的
民警过年过节都来家里，孩子
们对他们已经很熟悉了。姐妹
三个争着叫叔叔，王建也难以
区分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
妹。

“个子矮一些的叫爱静，
对吧？”

没等王建说完，妹妹爱敏
补充说，“不能说姐姐个子矮，
姐姐会不乐意的。”

姐姐爱静说，知道王建叔

叔来，她们特意准备了一个小
礼物，说着拿出了一个橘红色
的小灯笼送到王建手里，“祝
叔叔元宵节快乐。”

王建这次来也带了奶、
米、油等生活日用品，并询问
了姐妹三个的学习、生活情
况。

让孩子做有爱心的人

据了解，他们的认识源

于8年前一次生命求助。2007

年6月23日，刘传龙的妻子临
盆，好友开车闯红灯急送医
院，恰巧被正在执勤的民警
王建发现，王建得知因为待
产闯红灯时，急忙联系同事
开道护送，护送到烟台市中
医院，后来转到毓璜顶医院，
王建协调交警一大队及二大
队民警护送，沿途十字路口
都为他们开“绿灯”，刘传龙
妻子平安生下三胞胎。

如今三胞胎姐妹变成了“大
姑娘”。刘传龙说，他和妻子
现在靠打零工挣钱，虽然家
庭比较贫困，不过他们经常
教育孩子做一个有爱心的
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他
们懂得感恩。“有时候也给她
们讲刚出生时候的事，她们
很乐意听。”刘传龙说。

上午11点30分，记者和民
警要走了，三胞胎姐妹一直送
到胡同口才挥手告别。

C06 城事 2015年3月6日 星期五 编辑：梁莹莹 组版：李艳梅 今 日 烟 台>>>>

栖霞考选30名应届

本科及以上毕业生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苑菲菲） 按
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

（人事部令第六号）、《山东省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鲁人发〔2006〕23

号）和《烟台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
施细则（试行）》（烟人〔2007〕58号）以及国
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栖霞
市拟考选部分2015年应届优秀大学本科
及以上毕业生到镇、街道、开发区事业单
位工作。考选数量为30名。

符合报名条件者，持报名材料到栖
霞市委组织部现场报名。报名材料包
括：学校统一印制并签发的《毕业生就
业推荐表》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学校或
院系公章的相关情况证明原件；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遗失的，须提交
公安机关出具的带照片的户籍证明原
件及复印件；一寸近期同底版红底免冠
彩色照片3张。

报名时间：2015年3月2日-3月29日，每
天8：00-17：00；报名地点：栖霞市腾飞路199

号行政中心308房间；联系电话：0535-
5235207；报名及笔试、面试均不收取费用。

关注新春求职招聘季

雷锋事迹展览馆建成2年，一直免费开放传播雷锋精神

本本周周末末，，雷雷锋锋馆馆将将迎迎来来大大批批参参观观者者

三胞胎姐妹将做好的小灯笼送给民警，祝他们节日快乐。 本报记者 柳斌 摄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孔
雨童） 5日是“学习雷锋纪念
日”，位于烟台开发区的烟台
雷锋事迹展览馆迎来不少参
观者。工作人员称，由于雷锋
日撞上元宵节、非公休日，加
上学生未开学，不少人把参观
时间预约在了本周末。

5日，烟台雷锋事迹展览
馆迎来了几批集体参观的市
民。当天下午，一位来自中国
银行的参观者曲女士告诉记
者，自己所在单位在这一天特
意在各个部门选择了代表前
来参观，为的是让大家传承这
种乐于助人的精神。“平日里
大家对雷锋相关的东西关注
得不多，但来了之后看到一些

细节还是非常感动，比如他一
个月挣6块钱，就能一下子捐
出200元。我们平时也捐款，但
这样还是做不到的。”

现场工作人员、烟台边防
支队干事王晓波介绍，今年由
于雷锋日撞上元宵节，学生们
还没有开学，加上5日不是公
休日，并没有大批市民参观。
一些社会团体将参观预约在
本周末，“本周天会迎来一批
小学生。”此外，由于展览馆是
全市学生的实践教育基地，暑
期也是一个参观高峰，2014年
夏天就有10万左右的孩子和
家长进馆。

现场一位中年参观者说，
幸好有一些像雷锋事迹展览

馆这样的平台，可以保留着这
样一个正能量的时代偶像的
故事和物件，让大家可观可
感，精神可以永远传递下去。

与其他地方的雷锋展览
馆相比，烟台雷锋事迹展览
馆融合了“宣传雷锋第一人”
张峻的诸多内容。张峻生前
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在老家烟
台开一个雷锋展览馆。2013

年，本报联合烟台市公安边
防支队共同办起了雷锋事迹
展览馆。

展览馆位于烟台开发区
昆仑山路北首，烟台市公安局
消防支队轮训大队大院内，展
馆面积有200多平方米，创建2

年来一直免费开放。

5日是学雷锋日，当天
上午烟台一中举行第25届
学雷锋总结表彰大会，其
中来自高一·六班的1 1名
学生发起的“公交爱心壹
站”现场受到表彰，在场的
学生和家长纷纷为11名学
生自建公交零钱站，流转1

元车费传递爱心的雷锋精
神点赞。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公交爱心壹站”

现场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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