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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上午，中国重点高新
技术家具企业第一品牌尚品宅配
强势入驻金鼎购物中心，盛装开
业。尚品宅配的入驻，必将推动金
鼎购物中心精品名店格局的形成，
为聊城的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18日上午，在金鼎购物中心
一楼中厅，尚品宅配盛装开业的
仪式隆重举行，聊城市百货大楼
有限责任公司金鼎购物中心店总
王岩红、尚品宅配公司市场部经
理张振华、聊城市百货大楼有限
责任公司百货事业部招商总监王

成利、聊城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
公司百货事业部企划总监李桂华
等领导出席活动，并为尚品宅配
开业仪式进行剪彩、揭牌，共饮香
槟酒。

现场不少市民前来感受尚品
宅配顶级家居，并成为店里的会
员。店里准备了冷餐和饮品，让所
有顾客宾至如归。尚品宅配作为
定制家具的领航者，在国内率先
创新性的提出数码定制的概念，
完全可以根据客户的个人生活习
惯和房屋空间的尺寸，为客户提

供一站式全屋家具定制服务，真
正做到了省心、省时、省力。

尚品宅配购物中心店更是以
家居体验式的消费模式，让客户
进店感受家具安到自己家里的真
实效果。尚品宅配素有中国前三
甲 数 码 化 生 产 基 地 之 称 ，拥 有
5000万的数码生产设备，是中国
全屋家具定制的第一品牌，在全
国拥有700多家连锁专卖店，是央
视的上榜品牌。其特点是免费效
果图设计，全屋家具定制；高品
质，价实惠。帮您提供一站式服

务，让广大消费者省时、省力、省
钱、省心。

聊城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
司金鼎购物中心店总王岩红说，
尚品宅配的入驻将给聊城的广大
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感觉。金鼎购
物中心作为聊城首屈一指的大型
购物中心，一直秉承“引领时尚潮
流，打造精致生活”的理念。一系
列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的相继入
驻，更加充分体现了金鼎购物中
心的整体经营实力，同时也象征
着金鼎购物中心的业态发展正向

着多元化、主题化、休闲化的行列
跨进，必将推动其精品名店格局
的形成，为聊城的消费市场注入
新的活力。

王岩红表示，今后，金鼎购物
中心将继续加大国际、国内知名
品牌的引领和扶持力度，突出差
异化定位和经营特色，为消费者
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更好地满
足消费者的品质消费需求。凸显
金鼎购物中心“品牌化、时尚化、
高档化”的经营特色。

(郭庆文 常秀慧)

尚尚品品宅宅配配强强势势入入驻驻金金鼎鼎购购物物中中心心

本报聊城4月19日讯 (记
者 刘云菲 ) 15日，本报报
纸、微信公众平台、网站“三
位一体”大型立体综合招聘
会活动启动报名后,赢得了许
多企业和求职者一致好评，
大家欢声鼓舞，终于有一家
权威的聊城求职信息发布媒
体，这样大家就不愁找不到
好工作了。

在本次活动期间,齐鲁晚
报·今日聊城官网将开设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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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上将优先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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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q lwb .com.cn)查
看。同时 ,为潜力企业开设专
属招聘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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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同时，
名企开放日同步启动，只要

报名参与的企业，本报将走
进企业，向求职者展示企业
形象，这些也都是免费的。

活动期间,本报还将免费
发布求职者真实信息,免费为
求职者做简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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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本报将安排多次专

场招聘会,为企业和求职者搭
建最为广泛的交流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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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微信
平台将开设专栏为求职者提
供互动平台。企业招人、求职
者找工作 ,还在等什么 ,继续
来报名参与吧!欢迎关注本报
求职QQ群：427741910。报名
咨 询 热 线 ：8 2 7 7 0 9 2 、
18663007011。

找找不不到到好好工工作作？？来来本本报报网网站站看看看看
企业想要刊登招聘信息，可拨打8277092报名

19日，聊城迎来降水天气，两个小朋友打着伞在雨中漫步，十分惬意。据了解，20日将迎来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谷雨前后，天
气增温，降雨量增加，有利于春作物播种生长。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雨雨雨雨中中中中漫漫漫漫步步步步

本报聊城4月19日讯(记者
刘云菲) 17-18日两天，聊

城市属及临清、茌平、东阿陆续
发布今年事业招考简章，一共
招收601人，以卫生教育岗位居
多。

市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报名时间：4月22日-4月26日。
临清市事业单位，报名时间：4
月22日至4月24日。笔试均分为
综合、卫生和教育三大类，综合
类考试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
包括法律法规、政治经济理论、
时政方针、科技知识、省情省况

等基础性知识和综合写作；卫
生类考试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
和医药卫生专业基础知识两部
分，专业基础知识部分按医疗、
药学、检验、中医、护理五类分
别命题；教育类考试内容为公
共基础知识和教学基础知识
(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和专
业知识)两部分。

茌平县事业单位初级专业
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招聘，报名
时间：4月22日-4月25日。笔试时
间：5月23日。综合类考试内容为
公共基础知识，包括法律法规、

政治经济理论、时政方针、科技
知识、省情省况等基础性知识和
综合写作；卫生类考试内容为公
共基础知识和医药卫生专业基
础知识两部分，专业基础知识部
分按医疗、药学、检验、中医、护
理五类分别命题；教育类考试内
容为公共基础知识和教学基础
知识(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知识
和专业知识)两部分。综合类面
试主要测评应聘人员从事单位
工作必须的综合分析能力、组织
协调能力、反映应变能力、言语
表达能力和举止仪表等方面的

素质和能力。
东阿县事业单位招聘，报

名时间：4月22日—4月26日。综
合类笔试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
和综合写作；教育类笔试内容
为公共基础知识和教学基础知
识(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和
专业知识)两部分；卫生类为公
共基础知识和医药卫生专业基
础知识两部分，专业基础知识
部分按医疗、药学、检验、中医、
护理五类分别命题面试主要测
试应聘人员的理论素养、思维
能力、专业知识及业务能力。

聊城市属及三县市区陆续发布事业招考简章

共共招招收收660011人人，，卫卫生生教教育育岗岗位位居居多多

本报聊城4月19日讯(记者
杨淑君) 20日起，聊城第二季度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开始报名。采
取网上报名方式，截至4月30日。

据悉，通常情况下，聊城市会
计从业资格考试每季度组织1次，
具体安排为每季度第一个月的20

日至30日报名，第二个月的10日
至20日打印准考证，第三个月的
工作日为考试时间。遇节假日时
间适当调整。

第二季度会计

考试开始报名

本报聊城4月19日讯(记者
杨淑君 ) 记者从聊城市财政局
获悉，近日，市财政已下达2015年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中央投资2583

万元，涉及5个县(市、区)。
该项资金用于铺设输配水管

网、水源工程、水处理设施及配套
工程建设，可带动地方投资5166

万元，进一步解决15 . 01万农村居
民及1 . 18万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
安全问题。

投资两千余万

保农村饮水安全

本报聊城4月19日讯(记者
杨淑君 ) 记者从聊城市财政局
获悉，近日，高唐县财政及时拨付
32万元用于开展城乡居民临时救
助。此项资金主要用于遭遇各种
临时性、突发性事件及其他特殊
原因而造成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
难的家庭，给予的非定期、非定量
生活救助。

高唐县日前正式出台《高唐
县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暂行办
法》。其中，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
按家庭人口数量给予救助，救助
金额参照高唐县城乡低保标准确
定，救助时限一般为3个月，最长
不超过6个月；对因遭遇重大财产
损失或人员伤亡且具有一定基本
生活条件的临时困难家庭，以家
庭为单位，给予2000-5000元的一
次性救助；申请人以同一事由申
请临时救助的，原则上1年内救助
1次。

高唐拨付32万元

用于临时救助

阳谷县人民法院工业园法庭
通过深入推进“反规避执行”、建
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
费、强制审计等活动，积极破解当
前执行中面临的“人难找、执行
难”的问题。法庭还通过便民诉讼
联络员协助，通过居委会做好思
想工作，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
或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崔纪贤)

阳谷县人民法院工业园

法庭破解执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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