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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4月15日讯(记者
刘云菲 ) 一年的招聘季又

将到来，毕业生们背负着行囊
将要离开学校，踏入职场。但前
途又充满迷雾，好工作……众
里寻你千百度，你却在灯火阑
珊处。然而在越来越激烈的竞
争环境里，不少企业在人力资
源方面遇到发展瓶颈。花费巨
额人力资源招聘成本，千方百
计寻求人才，但效果甚微。为
了搭建聊城最具权威性的公
益求职平台，积极为聊城的小
伙伴们找到一份满意工作，为
企业减少负担，助力聊城就
业，积极为聊城创建成“国家
级创业城市”而做出贡献。齐
鲁晚报·今日聊城着力打造聊

城首次主流媒体互联网加纸
媒微信立体大型招聘活动，即
日起活动启动。聊城的小伙伴
和企业们还等什么？好工作就
在这里，人才就在这里，这里
是咱聊城人自己的招聘阵地，
聊城人找工作以后就看这里
喽！

活动期间，齐鲁晚报·今
日聊城网络开设招聘频道，频
道将提供海量企业招聘信息，
凡是在本报人才招聘版面刊
登的优秀企业，网络将优先推
荐，放在首要位置，如果企业
想了解更多关于人才版面信
息，可以登陆本报网站。同时，
为潜力企业开设专属招聘位
置，要记住，这些都是免费的。

此外，根据企业需要，本报将
组织专业视频制作团队，为企
业免费制作招聘视频，同步免
费发布在网络平台上，让更多
的求职者第一时间了解企业，
第一时间与企业面对面交流。

另外，活动期间，本报将
免费发布求职者真实信息，免
费为求职者定做简历，免费为
求职者推荐工作。为了保障求
职者能迅速找到满意工作，本
报将邀请市人社局就业专家进
行劳动政策咨询互动指导，邀
请聊城市北极星青年就业指导
协会成员，该协会成员全部来
自聊城各大企业人力资源部主
管，让他们现身说法，为求职者
找工作支招。此外，本报将邀请

知名培训学校，为求职者提供
技能免费培训服务。

这期间，本报将安排多次
专场现场招聘会，为企业和求
职者搭建最为广泛的交流机
遇。齐鲁晚报·今日聊城报纸
版面将同步开设专版进行新
闻报道，齐鲁晚报·今日聊城
官方微信将开设专栏为求职
者提供互动平台，微信平台将
举办多种形式幽默的互动活
动。企业要招人，求职者找工
作、找兼职、学技能、找培训，
统统来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大
型综合招聘活动，本报将提供
一站式就业公益服务，全心全
意为聊城人民服务。本报网址：
www.qlwb.com.cn

本本报报““名名企企开开放放日日””活活动动同同步步启启动动
参与企业将登上本报相关专栏，还能享受免费制作招聘视频等“福利”

本报聊城4月15日讯(记者
刘云菲) 聊城这方沃土，历

来不缺乏人才，更是创业者的
天堂。企业从这里起步，从这里
发展。本报大型招聘活动期间，
将同期举办名企开放日活动，
揭开企业神秘面纱，为企业打
开更为广阔的窗口。为广大企
业和求职者搭建最直接的交流
平台。为聊城积极创建“国家级
创业城市”贡献一份力量。未
来，作为聊城人势必将更加自
豪。

近期一组数据，令人欣喜。
据权威部门统计，2014年，聊城
市金融改革发展成效明显，新
增11家企业直接上市或在新三
板挂牌，其中昌润钻石、五岳钻
具、创新科技、广源精密等4家

企业同时在新三板集中挂牌，
天海科技、山东信和、创通信
息、金新股份、首信材料、天元
小贷6家企业也成功登陆新三
板，天泰集团则在英国伦敦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挂牌量
列全省第三。截至目前，有5家
企业进入上市程序，18家企业
签订新三板挂牌协议，在齐鲁
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达到37
家，居全省前列。目前，这些企
业的效益普遍好于非股份制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幅在
18%以上，利税、利润增幅都在
20%以上。

同时，截至2014年6月，全
市注册私营企业已达2.9万户，
注册资金1219亿元。近三年来，
新增城镇就业26 .8万人，其中

创业带动就业12 .3万人，创业
对城镇就业贡献率达到46.2%，
为拉动聊城市经济发展作出了
卓越贡献。

然而，聊城的荣耀是否也
能与普通百姓共享，普通百姓
究竟对聊城的知名企业了解多
少？事实上，人们渴望了解企
业，树立信心。企业也需要得到
广大民众的支持，企业更需要
有海纳百川的心态，有品牌的
自信心，愿意向百姓开放。在这
一来一往中，企业与消费者之
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有效建立，
企业的一个小窗口就是未来发
展的大世界。尤其，对于求职
者来说，要是能到心仪的企业
走一走，看一看，那么这无疑
坚定了信心。企业的一个小入

口，就是变成了人才的快车
道。企业还愁招不到人才吗？
企业的文化、企业的品质还怕
无法不能有效传播吗？

本报作为聊城地区主流
大报，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为
企业与民众搭建交流平台。
举办名企开放日，凡是报名
企业，本报将组织记者采访
企业风采，在版面安排上同
步报道。为企业免费拍摄宣
传视频，随着公益活动开展
进程，本报将根据企业要求
和求职者意愿，组织参与民
众和求职者参观企业。报道
安 排 根 据 企 业 报 名 顺 序 先
后。所以，这么好的福利还等
什么？行动吧！报名热线0635-
8451234。

本报聊城4月15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周长征
高文山) 近日，高唐县法院

审结一起特殊的买卖合同纠纷
案，被告刘某因购买彩票欠下
44100元巨额债务，被诉至法
院，经审理法院判决被告刘某
向原告谷某某支付彩票款及自
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被告刘某系山东省高唐
县赵寨子镇一位普通的农民。
被告在山东时风集团上班期
间经常去原告谷某某经营的

投注站购买彩票。2014年5月27
日，被告刘某又在原告经营的
投注站购买“群英会”彩票，经
结算，刘某应向谷某某支付彩
票款51100元。刘某当时无力
全额支付，遂向谷某支付7000
元后向其出具了 44100元欠
条，但对支付彩票款的时间未
明确约定且事后又未达成补
充协议。经多次催要未果，于
是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刘某支
付福利彩票款44100元并赔偿
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的利息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刘
某自愿在原告谷某某经营的
福利彩票投注站购买彩票后，
因未全额支付价款自愿出具
欠条。被告刘某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对其以上行为的
性质及后果应是明知的。其购
买彩票及出具借据意思表示
真实。虽然《彩票管理条例》第
十八条第(四)项规定彩票发行
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
销者不得以赊销或者信用方
式销售彩票，但该规定为管理
性强制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
制性规定。依据相关法律，原、
被告之间的彩票买卖合同有

效。谷某虽为彩票代销者，但
刘某购买彩票应支付的资金
已由谷某预存入山东省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开设的彩票缴
款专用账户，因此谷某某与刘
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
谷某要求刘某向其支付彩票
款44100元，符合法律规定，应
予支持。

综上，高唐县人民法院依
法判决，被告刘某向原告谷某
某支付彩票款及自起诉之日
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计算的利息损失。

买买彩彩票票欠欠下下巨巨款款不不还还被被起起诉诉
法院判被告限期还款并支付利息

本报聊城4月15日讯(记者
刘云菲 ) 为了让广大求职者迅
速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本报“三位
一体”大型综合招聘活动开通简
历直通车栏目。只要求职者轻轻
手一挥，扫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就
能获得专业的简历表格，同时还
能将简历第一时间发布在本报网
络平台，与企业第一次时间建立
联系。本报也将优先向企业推荐。

一直以来，聊城的求职者为
能找到一份满意工作而发愁。虽
然不少现场招聘会也提供了大量
的用工岗位，但是很多求职者根
本不知道如果更好的推荐自己，
怎样与企业沟通。一份制作优良，
又有新意的简历是怎么制作的，
如果正确填写简历，怎样填写才
能吸引企业。细节决定成败，很多
情况下，细节是决定求职者是否
能找到满意工作的关键。

本报将根据求职者意愿将简
历直接送至用人单位，为大家创
造更多机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扫二维码下
载专业简历表格吧，同时想更多
了解招聘会信息请关注本报微信
公众号：齐鲁今日聊城(qlwbjrlc)。

本报聊城4月15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刘宇) 近日，
东昌府警方接到在香江大市场附
近居民小区租房李某报警称，其
租房门锁被撬，一台笔记本电脑、
一辆电动三轮车被盗。

据介绍，犯罪分子作案时间
有一定的规律性。犯罪分子夜间
作案主要集中在1时至4时之间，
他们趁居民熟睡之机，利用攀爬
技术，从窗户和阳台入室；而白
天，犯罪分子一般选择早上9时至
11时和下午3时至5时作案，因为
在这两个时间段，大部分居民都
去上班、上学或去地里干活。窃贼
作案的地点多选择临街的店铺或
住户，犯罪分子对作案地点的选
择主要考虑两点：一是要有东西
可偷；二是易入易出。

民警提醒居民一定要提高警
惕，避免夜间开窗，而且手机、皮
包等贵重物品不要放在客厅。

天气转暖
警惕“梁上君子”

新闻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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