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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才市场节后首场招聘会引7000多人求职，现场免费Wi-Fi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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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9日讯 (记者 苑
菲菲 通讯员 王光磊 刘
东辉) 9日是烟台市人才市场
节后首场招聘会，由于各大高
校刚开学，招聘会吸引各类人
才7000多人入场求职，杰瑞集
团、东方威思顿、绿叶集团、五
洲置业等140余家用人单位入
场求贤寻才，提供就业岗位500

余个，共计需求近4000余人。
9日上午，记者来到烟台市

人才市场招聘会。一入场就看
到服务台附近贴着一张公告，
上面有个大大的二维码，二维
码下写着“免费Wi-Fi，无线网
络已覆盖，关注官方微信即可
无线上网”的字样。不少求职
者拿着手机使用人才市场的
无线网络上网。

据烟台市人才服务中心
副主任孙华平介绍，人才市场
今年首次推出网络招聘会和
现场招聘会相结合的方式，一
是方便企业和求职者，如果无

法到现场，可通过网络寻找适
合的岗位或人才；二是现场招
聘和求职的人很多，出于安全
考虑，莱山公安在现场布置了十
几名警力，人才市场也决定用网
络招聘的方式分流一些人。

网络招聘在节前就已开
始，现场招聘会3月9日开始，整
个3月份将举办17场。目前市人
才市场3月份系列现场招聘会
已报名至24日，有招聘需求的
单位可携带相关手续到市人
才市场报名，市人才市场所有
现场需求的岗位均在烟台人
才 热 线 网 站 ( h t t p : / /

www.ytrc.gov.cn)同步发布，因
距离较远或其他原因没能到
现场的求职者们也不用着急，
可以在网上筛选适合自己的
岗位。

据介绍，目前企业需求最
大的是营销类岗位，其次是机
械制造和工程技术等专业技
能类岗位。市人才市场为满足
企业需求，在3月份举办的招聘
会中，安排了三场营销类人才
招聘会，分别在17日、23日和31

日，两场机械制造、工程技术、
机电类人才招聘会，分别在18

日和26日。

营销人才培训
等你来报名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苑菲菲)

为满足企业对营销类人才的需
求，烟台市人才服务中心今年将开
展营销人才培训测评计划，为30家
企业培训测评营销类人才300人，
储备人才3000人。

目前市场紧缺营销类人才，而
应往届大学毕业生或因自身能力
问题无法胜任这类岗位，或不愿从
事该类岗位，导致企业对营销类人
才的需求一直较大。

纳入培训计划的求职者们可
以免费获得专家的理论培训。在企
业有营销类人才需求时，参加培训
的求职者们也可以获得人才服务
中心的推荐。

有意向从事营销类岗位的求
职者，可以通过现场投递简历报
名，也可以发送简历到ytrs j l jg@
163 .com，或到烟台市人才市场二
楼216、219室报名。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陈莹)
22日上午，烟台市第十九届万人长
跑将在福山区王懿荣纪念广场举
办。本次万人长跑由烟台市体育
局、福山区人民政府主办。

本次万人长跑活动分为健康
跑(5公里)、竞技跑(13公里)两个级
别，其中竞技跑划分6个年龄组，由
烟台市马拉松协会会员，符合条件
的市、区体校在校学生组成。年龄
上男子组不超过60周岁，女子组不
超过55周岁。

报名时间截至15日，额满为止。
联系人：蒋晓庆。办公电话：6305878、
15953534688。健康跑网上报名：胶
东在线“快乐健身”栏目报名。

万人长跑22日开跑

报名截止到15日

于小川2010年通过考试取得
的职称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证书，
证书编号为3706012010072303165，
不慎丢失，现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张晶)

年后烟台楼市终于有动静了，3月2

日至8日，烟台市内六区共成交288

套，环比涨了近一倍，有研究机构
认为今年政策总体要优于去年。

同策咨询根据烟台房产交易
网统计到的数据显示，上周烟台六
区成交288套，环比上涨93 . 3%。2月
中旬到3月初，受传统春节淡季的
影响，六区成交量低迷，成交149

套，环比下滑68 . 2%。克尔瑞数据监
控显示，在房地产住宅市场供求方
面，上周市场新增供应量7 . 7万平
方米，成交量3 . 2万平方米，成交均
价6659元/平方米，环比上涨1 . 5%。
成交量依然赶不上新增供应量，库
存压力增大。

对于新一年的房地产市场发
展态势，克尔瑞烟台机构分析师薛
伟认为，货币政策预期更加宽松，
将有利于降低房地产企业的资金
成本，改善房企经营环境、缓解利
润压力。

此外，上周随着央行调整存贷
款利率之后，烟台市执行新的公积
金贷款利率，调整后五年期以下为
3 . 5%，五年期以上为4%。对于在3

月1日前已经发放的公积金贷款业
务从2016年1月1日起，按调整后的
新贷款利率执行。

烟台六区楼市
上周成交288套

本报3月9日讯 (记者 宋
佳 通讯员 李家瑞) 日前，
莱山区卫计局发布烟台山医院
将整体搬迁至莱山区的消息，
引发市民关注。9日，记者实地
探访了解到，烟台山医院新院
区的停机坪由地面挪至楼顶，
更方便危急病号抢救。

烟台山医院新院区将建
成什么样？9日的施工现场，已
有很多工人在紧张忙碌，争取

今年国庆节完成主体封顶。一
位施工工人告诉记者：“现在
有一半的工人已经返回，工期
卡得紧，容不得半点松懈。”

烟台山医院新院区项目
经理杜旭日介绍，二病区住院
楼规划建设17层，一病区、三
病区规划建设15层。门诊大楼
规划建设 4 层，目前已建设 2

层，地下停车场已全部建造完
成，地上停车场则要等主体楼

建造完成后进行规划。
目前，工程争取在2016年

年底将门诊楼和部分住院楼
交付使用。“建设上，对原有设
计图进行了调整，停机坪建设
在三病区的楼顶上。”杜旭日
说：“这样更方便危急病号的
抢救，因为急诊抢救室就在三
病区。”

新院区的建筑面积为22

万平方米，是现在的4倍。“新

院 区 一 期 建 设 床 位 增 长 到
1700张，停车位分为地上和两
层地下，共1700多个停车位。”
杜旭日称，门诊面积扩大到原
来的6倍，有3万平方米。

为方便住院病人，在三病
区南侧地下负一层还设有超市、
花店、美食街等，总面积有3000多
平方米。“其中美食街占地2370平
方米，将来提供种类繁多的饭
食。”杜旭日介绍说。

烟台山医院新院区将建成什么样？

楼楼顶顶建建停停机机坪坪，，地地下下建建美美食食街街

关注新春求职招聘季

本报3月9日讯 (记者
蒋大伟 ) 青荣城际铁路开
通运行结束了烟台没有动车
的历史。在即将结束的2015

年春运中，动车已然成为今
年烟台春运大戏中的“领衔
主演”。据烟台市交通部门统
计，自2月4日春运起截止到3

月9日，34天的时间烟台境内
车站的动车发送旅客量为
20 . 5万人次，占铁路发送量
的37 . 5%。

青荣城际铁路开通后，
烟台有了去往北京、上海等
地的直达动车，乘动车外出

和回家探亲受到很多市民
的青睐。“第一次坐上直达
天津的动车，心情很激动。”
回想起2月13日坐上从烟台
直达天津的动车，来烟台工
作两年的李先生还是很兴
奋，相比以前需要挤13个小
时的夜车，现在 5个小时就
到家，回家路更便捷了。

“春节前后的客流高峰
期，从烟台到北京南的动车
基本都是满员的，很多旅客
买不到直达北京的票，就先
买到海阳北的票，上车再补
票，所以定员为1015人的座
席基本都是超员的。”济南铁
路局青岛客运段G472次列车
列车长刘波说，“相比前几年
春运期间执行青岛到北京南
客运业务的感受，感觉今年
烟台到北京南的旅客相对更
多更集中。”

2015年的春运让人明显

感觉铁路客运一票难求的
呼声喊得不再那么紧迫。截
止到3月9日，春运34天铁路
客运烟台境内车站共发送
旅客54 . 6万人次，其中普通
列车发送旅客34 . 1万人次，
动车发送20 . 5万人次，动车
发 送 量 占 铁 路 发 送 量 的
37 . 5%。相比之前，今年春运
期间烟台动车运力增加了
20多万人次，有效缓解了普
通列车和其他客运方式的
压力。

据了解，济青高铁将于
今年下半年全面开工建设，
预计2018年建成通车，建成
后烟台到济南的时间将缩减
到2小时，动车在春运大戏中

“主演”的地位也将越来越重
要。

今今年年春春运运，，近近四四成成人人选选择择坐坐动动车车

风浪来袭

9日，烟台迎来大风降温
天气，滨海广场附近，海水凶
猛地拍打在岸上，激起巨浪。

本报记者 吕奇 摄影
报道

（数据统计从2月4日到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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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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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客 34 . 1

动车 20 . 5

合计 5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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