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主题 地点 联系方式

5月5日 “五.四”青年节招聘专场 市人力资源市场 3181932

5月9日 2015年全市综合招聘会 市人力资源市场 3181932

5月16日 “医药-医疗-保健-美容”行业人才招聘专场 市人力资源市场 3181932

5月23日 营销、医药行业专场招聘会 市人力资源市场 3181932

5月30日 “汽车-电子-机械”行业人才招聘专场 市人力资源市场 3181932

6月6日 “园林-花卉-水果-蔬菜”行业人才招聘专场 市人力资源市场 3181932

6月13日 “电子-通讯-计算机”行业人才招聘专场 市人力资源市场 3181932

6月20日 2015年夏季人才招聘会 市人力资源市场 3181932

6月27日 2015年毕业生供需见面会 市人力资源市场 3181932

每周二、四、六上午 招聘会 市人力资源市场 3181932

5月21日 高校毕业生供需见面会 博山区人力资源市场 4130151

2015年4月 民营企业招聘周 桓台县人力资源市场 18816169962

6月23日 桓台县201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 桓台县人力资源市场 8216746

每周二上午 定期招聘日 桓台县人力资源市场 18816169962

5月11日 高青企业校园行 部分高校 696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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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2015年第二季度就业推荐活动计划表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臧振 通
讯员 王令江 张永) 27日，记者从
市公交公司获悉，目前，临淄区牛山
路正在施工，遄台路也将于30日左右
开始封闭修路，车辆无法通行，为此，
经行这两条路的91、70、78路公交线路
将进行临时调整。

91路临时取消近江南、二化生活
区、齐园、桓公花园、闻韶小学、心印
马、金茵生活区、光明小区、石鼓新
村、广电局、质监站、牛山园、恒锦花
园、盛世豪庭等站点。改线后经过站
点为：公交西院、天齐宾馆、工商银
行、化工学院、单家新村、东泰广场、
临园南门、雪宫小学、区法院、区医
院、邮政局、中心医院、临淄一中、东
泰商城、勇士生活区、淄江花园、泰东
城、淄江华庭、中轩热电、临淄中学。
78路临时取消二化生活区、遄台利
群、东泰商城、临淄一中、闻韶小学站
点。改线后经过站点为：车管中心、城
建局、中心医院、区医院、利群、机关
大楼、工商银行、天齐宾馆、石油办、
化建。

70路取消齐园、二化生活区、石
鼓、遄台利群、东泰商城站点。经过车
管中心、闻韶小学、临淄一中、水利
局、中心医院、特教中心、玉龙商场、
机关大楼、工商银行、天齐宾馆、石油
办、汞山。

道路施工

临淄3条公交改线
分别为91路、70路、78路

淄淄博博今今起起每每周周都都有有大大型型招招聘聘会会
首个是青年专场，食品、工业、教育、房地产等200多家企业参加

本报 4月 2 7日讯 (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陆冰 ) 两
百余家用人单位将举办青年
招聘会专场，28日 (今天 )包括
饮食、服装、机械、生物科技、
化工、培训教育、房地产等百
个工种岗位将与青年就业群
体见面。

团市委工农部一位工作
人员介绍说，淄博每年的青年
专场招聘会一般选在春节前
后及五四青年节前后，这几个
时间点一般是青年群体尤其
是学生找工作的集中时间点。

“6月份是高校的毕业季，我们
根据青年就业的特点，一线工
人技术岗位相对安排较少，大
多 为 销 售 、金 融 、管 理 等 岗
位。”他表示，这种青年招聘会
已经连续举办了5年，旨在缓
解青年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
之间的矛盾。

记者了解到，本次青年专
场招聘会活动时间为 2 8日上
午8：3 0—1 2：0 0，地点为淄博
市人力资源市场，即张店区昌
国路陶瓷科技城国际会展中
心二楼东厅。

此外，淄博市2015年第二
季度的就业推荐活动已经开
始，其中既有面对医疗保健、
汽车电子、园林花卉等行业人
才招聘会，也有专门针对高校
毕业生的供需见面会。这些大
型招聘会基本按照每周一次
的频率进行安排，而每周二、
四、六也会在淄博市人力资源
市场举办多种小型招聘会，市
民可根据需要自由选择。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由团市委、市人社局共同主办，已持续五年，每年3场，以解决青年
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问题。“就业难和招工难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主要原因还在于双方供需
之间的不平衡。比如现在很多高校毕业生对工作环境及薪资待遇有较高期望，但一般企业大
都分布在区县，且底薪一般不高，两者无法对接。”团市委工作人员向青年就业者建议说，就业
阶段应尽量本着务实心态，确定自己的就业方向，可将企业作为平台，寻求缓慢上升的空间。
同时，也鼓励青年加强自主创业，也可参与团市委组织的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逐步确立自
己的就业方向。

青年招聘会已连续五年举行 每年3场

相关链接

1111岁岁男男孩孩坠坠入入66米米石石灰灰窑窑
消防官兵紧急救援，男孩右腿摔伤目前已住院治疗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王亚
男 通讯员 陈建鹏) 26日16

时08分，博山经济开发区北域城
村一男孩不慎坠入石灰窑中，右
腿受伤，急需救援。辖区万杰中
队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救援，成功
将男孩救出。

接警后，万杰中队迅速出动
一部抢险救援车，7名指战员前
往救援。消防官兵在现场了解
到，一名11岁的小男孩掉进一处
废弃的石灰窑中，这个石灰窑深
约6米，井口直径约80厘米。现场
一男子向消防官兵介绍了现场
的情况，他说，当时3名男孩到树
林摘槐花，由于该石灰窑已经弃

用多年，周围荒草遮掩了窑口，
这名男孩不小心掉了下去。

经过30分钟的救援，被困男
孩被救出。消防官兵将伤者移交
给120医护人员救治。记者从受伤
儿童家长处获悉，受伤儿童右腿
摔断，已住院治疗，其它无大碍。

消防官兵提醒：发生人员坠
入深井后，旁人在没有专业救援
设备的时候，不要盲目下井救
援，因为井下一般都会散发出沼
气，加上发生意外的人员在井下
搅动，沼气散发的更快。发生这
类坠井事故后，最有效的应急办
法是尽量往井下通风，输送氧
气，并拨打报警电话求救。 经过30分钟紧急救援，坠窑男孩被成功救出。

本报通讯员 陈建鹏 摄

应对“五一”游客高峰，食药监部门检查红莲湖二期食品安全

2244处处流流动动小小吃吃摊摊实实名名备备案案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刘晓

通讯员 邹倩 ) 桓台红莲湖景区二
期昨日重新开园，为应对即将到来的

“五一”游客高峰，保障市民食品安
全，近日，桓台县果里食药监所专项
检查红莲湖二期食品安全，对24处流
动小吃摊进行实名备案。

桓台食药监部门对红莲湖景区
内7个餐饮服务单位下达《食品药品
从业人员健康检查通知单》，催办健
康证，确保从业人员持健康证上岗。

针对24个食品流通摊贩，在前埠村食
品安全监管信息员的协助下，验收合
格后统一发放《食品经营实名备案
证》和《食品安全信息公示牌》。

巡查监管过程中，果里食药监所对
业户的经营场所卫生情况、商品及原料
采购的索证索票情况、生猪肉的“两票
两章”、食品加工流程、食品添加剂使
用、餐具消毒等情况进行了细致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对相关业户下达《责
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业户限期整改。

现有办公楼一栋，2-4层整体出租，面积共500平方米

左右，单独门禁，会议室、财务室等一应俱全。有院子停车

方便，一楼有食堂、厨房、单身宿舍可配套出租，全新装修

适合公司使用。

一楼仓库对外出租，面积共1000平方米左右，全塑胶

地面，带仓库办公室。

另有一楼办公室出租，面积500平方米左右，全新装

修，全地毯、中央空调。

办办公公楼楼及及仓仓库库出出租租

联系电话： 3595000 18753384249
地址：柳泉路272号(火炬大厦以北高新区国税局附近)

红莲湖二期

昨重新开园

桓台县红莲湖东湖区(二期)自2014年5月1日开放以来，
深受广大市民和游客的欢迎，游客人数屡创新高。由于园
内公共服务设施和苗木植被损坏比较严重，给广大市民和
游客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进一步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
为广大市民和游客营造舒适的游览环境，去年“十一”假期
之后，红莲湖管理办公室对红莲湖东湖区进行全面整修维
护，暂停对外开放。今年4月27日重新开园。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臧振)

近日，记者从临淄区住建局获悉，牛
山路、稷下路改造工程已于今年3月
开工建设，遄台路也即将封闭修路。

去年年初，临淄区住建部门
在计划投资 1亿元的基础上又追
加 2 . 5亿元投资，将大顺路、管仲
路和牛山路三项工程都列入了城
建重点项目，牛山路已经于今年3

月份开工建设。
今年，临淄住建部门将建立城

建重点道路工程储备项目库。初步
拟定南二路、学府路西延、大顺路北
延、杨坡路北延、临淄大道东延等5

项城建道路重点工程建设储备项
目，计划于今年起准备组织实施。

同时，积极筹划稷下路和遄台
路。去年，临淄区住建部门与齐鲁石
化公司积极对接，并达成协议，现资
金已到位，今年3月份开工建设稷下
路，下半年建设遄台路。

牛山路稷下路开工

遄台路将封闭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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