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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机机械械企企业业出出万万元元月月薪薪招招贤贤
毕业生招聘会千余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机械化工类岗位“求贤若渴”

4000余人角逐

70个教师名额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支倩倩） 8月 7日上午，章丘
市新教师招考在章丘中学进行
笔试。据了解2015年章丘拟公
开面向社会招聘中小学教师和
幼儿教师70人，来自全国各地
应聘报名人员达4220人，经审
查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有3917

人，参加笔试的考生2966人。目
前，2015年章丘市教师招聘笔
试成绩已公布。

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赛

9月征战章丘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王帅） 由本报引进、章丘市教
体局承办、章丘市厚苑生态园
冠名，2015全国象棋男子甲级
联赛第十八轮山东队主场对阵
黑龙江队的比赛落户章丘。

据悉，本次比赛时间定在9

月 6日，地点在章丘市厚苑生
态园。山东中国重汽象棋队自
2010年开始参加全国象甲联
赛，此后一直稳居甲级行列，
2012年进入全国前6名，创造了
山东象棋团体赛历史最佳战
绩。目前主力队员有谢岿、赵金
成、李翰林、刘奕达4名象棋大
师，而17岁的山东济南的赵勇
霖，获得了2014年全国象棋等
级赛第六名。

黑龙江队拥有赵国荣、陶
汉明、郝继超 3名象棋特级大
师。赵国荣曾四次获得全国象
棋锦标赛（个人）冠军、两次世
界团体冠军、五次亚洲团体冠
军、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象棋
团体冠军，有“新东北虎”之称。
陶汉明于1994年以业余棋手的
身份荣登全国象棋锦标赛男子
个人冠军宝座，是第一个获得
全国冠军的业余棋手，极大地
激励了广大业余棋手对象棋运
动的热情。

本次比赛是章丘第一次承
办全国级别的象棋赛，赵国荣、
陶汉明等象棋特级大师的莅临
出场，将为章丘广大象棋爱好
者提供一场精彩纷呈的棋坛饕
餮盛宴，与心目中的高手近距
离接触，以实现多年夙愿。据
悉，为满足广大棋迷的要求，主
办方将设专门的讲棋室，请山
东电视台体育频道特邀嘉宾、
山东棋牌教练王云豹现场挂盘
讲棋。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帅

机械化工类岗位

招工量大

招聘会上，来自章丘的100
余家企业单位提供了3000余个
就业岗位，其中包括圣泉集团、
华凌电缆、欣和食品、山东银鹰
等规模较大的企业，同时也有
近七十家的小规模私营企业、
个体工商户参加。

记者从章丘市人社局提供
的岗位需求表中看到，机械、化
工、材料等专业技术操作类的
招聘岗位达到六成以上，其薪
酬待遇也相对较高。某金属包
装公司为机械类专业的应届毕
业生提供的薪酬便达3500元，
而另一家机械公司招聘的机械
工程师，月薪上限达万元。

“今年我们预备招收大专
化工类员工15人以上，即使给
我二十多人，企业也能消化的
了，但目前为止，能前来报名的
还远没有达到目标。”济南圣泉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招聘
经理告诉记者，公司还预备培
养一批本科学历的化学及机械
专业车间储备干部，20人的名
额目前只招起来六名。“本地符
合要求的相关专业的毕业生还
是少一些。”

电子商务类岗位

需求上升

章丘市人社局人才交流服
务中心主任李明介绍，今年章
丘生源的大中专毕业生在4000
人以上，其中一部分毕业生选
择在外地就业创业，而章丘每
年有三千到五千个岗位提供给
求职者。

“尽管毕业生就业困难仍
是话题，但从章丘整体就业岗
位数来看，全年就业岗位需求
数仍比较宽松。”李明分析，毕
业生找不到工作，主要原因是
双方期望偏差，毕业生就业期
望值高，他们想要找的岗位与
企业现实提供的岗位差异较
大，另外就是毕业生学历、专业
构成与岗位需求匹配度低。

据介绍，根据章丘企业的
情况，对化工、机械、材料、技术
类的岗位人才需求较大，近几
年来，电子商务、电子营销类的

岗位需求呈快速上升趋势，占
到所有岗位的十分之一左右。

“而能在章丘就业的这方面人
才，相对较少。”李明表示。

千余毕业生

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岗位提供量不小，但也并
不是所有应聘者都能找到对应
的岗位。“没有合意的工作”“专
业不对口”“只是转转，还没仔
细去看”……在现场，记者也听
到不少类似的声音。

机床操作专业的小孙跟朋
友一早就来到了招聘会，虽然
看的企业不少，但都没有深谈。

“资料拿了不少，还得再研究研
究。”小孙表示，如果有可能，自
己还是想找个加班不是很频繁
的工作，那样可以有更多自己
可支配的时间。

记者发现，技术岗位稍显
门庭冷落，而有的企业招聘摊
位前很快排起了长队。一家物

流公司在招聘会开始不到一小
时的时间里，便有近四十名应
聘者登记信息，据负责招聘的
翟经理介绍，公司所招聘的岗
位对学历要求不是很高，配送、
司机及有些业务类岗位，吃苦
耐劳就能干，引不少社会应聘
者前来报名。

据了解，招聘会当天，有
1214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初步
达成就业意向。“除本次招聘
会，我们也提供了很多途径供
求职者获取就业信息。”李明介
绍，在“春风行动”、毕业季招聘
等大型专场招聘会举办之外，
人社局的一楼大厅每个月都有
小型招聘会，每次都有近三十
家企业参与。同时，求职者可以
到人社局11、12、13号窗口登记
个人信息，供招聘企业选聘。

此外，对毕业生的档案管
理、人事代理、就业派遣、用工
手续办理等事项，人社部门将
免费办理，帮助毕业生解决就
业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1144家家消消毒毒餐餐具具企企业业被被责责令令限限期期整整改改
有的将未清洗餐具堆在化验室，有的防蝇防鼠工作不到位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张建） 为切
实加强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卫
生监督管理，规范餐饮具集中
消毒单位生产经营行为，近日，
章丘市卫生监督所对辖区内市
场监管部门发证的14家餐饮具
消毒企业开展专项监督检查，14
家企业均收到限期整改意见书。

据了解，2014年章丘市政
府食品安全办公室组织卫生、
工商、食药、环保、公安等部门
对全市餐饮具集中消毒企业进
行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章丘
市政府出台了《章丘市集中消
毒餐饮具验收标准》，从选址、
布局、设备、人员、检验、包装、
监控、环保等12个方面对餐饮

具集中消毒单位进行了严格规
定。章丘54家餐饮具消毒单位，
46家被淘汰。现有的14家餐饮
具集中消毒企业均建立了监控
平台，对生产现场实施24小时
远程有效监控；各企业均建立
了化验室，做到每批次餐具自
检、抽检合格后出厂。

10日，记者跟随章丘市卫生
监督所执法人员来到位于枣园街
道办事处和龙山街道办事处的3
家餐饮具消毒企业进行检查。执
法人员从各消毒单位的选址、布
局、消毒工艺流程、人员、检验、包
装、监控等方面进行检查。各企业
的消毒设施和方法、生产场所区
域划分、消毒餐具的产品包装和
标签基本符合规范要求。

位于枣园街道办事处的防
蝇措施不到位、生产消毒记录不
健全、工作人员到期未查体、包
装人员未戴一家消毒企业的从
业人员穿着不统一，也没有佩戴
任何口罩帽子，执法人员现场要
求工作人员佩戴隔离帽。同时，
当执法人员要求在线查看监控
记录时，负责人表示该企业的监
控系统未联网无法通过监控平
台查看。

位于龙山街道办事处的一
家餐饮具消毒单位直接把未清
洗的餐饮具堆放在化验室，“化
验室内的空气保持洁净才能保
证餐具自检结果的准确性，未
清洗的餐饮具上面残留着食物
残渣，长时间未清洗就容易长

菌形成污染源。这是不符合《章
丘市集中消毒餐饮具验收标
准》。”执法人员随即对该企业
下达限期整改意见书，要求工
作人员立即清理化验室。

在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
发现，不少单位还存在健康证
到期未体检、防蝇防鼠工作不
到位、成品消毒餐饮具仍有水
渍等问题。针对检查中出现问
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监督意见
书，并随机采集样品10份交由
相关部门进行检测。

下一步，章丘市卫生监督
所将对存在问题的单位进行回
头看，对餐饮具抽检检测不合
格的单位，依据《消毒管理办
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新新型型农农村村合合作作金金融融试试点点推推进进
两家试点合作社正式开展业务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王
帅 通讯员 蒋继涛 李昊
霖） 近日，记者从章丘市金融
办获悉，作为全省新型农村合
作金融改革的济南唯一试点单
位，章丘首批3家试点合作社已
有2家完成资格确认并正式开
展业务，提前完成了省市下达
的任务目标。

据了解，今年1月29日，省
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印发
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

助业务试点方案和山东省农民
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试点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鲁政办
发〔2015〕8号），并召开动员会，
章丘市作为济南市的唯一试点
单位参加了会议。

随后，章丘金融、农业、供
销等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确定
三家具有良好实体背景、运作
相对成熟的合作社作为首批
试点单位，进行了入社辅导、
集中培训、审核辅导等一系列

引导规范工作。截至目前，首
批 3家试点合作社已有 2家完
成资格确认并正式开展业务，
提前完成了省市下达的任务
目标，剩余 1家正在进行审核
辅导，预计 8月底纳入正常运
行轨道。

据介绍，开展农民专业合
作社信用互助业务试点，本着
社员制、封闭性、不吸储放贷、
不设资金池的原则，运用社员
自愿承诺出借的资金开展信用

互助业务，着眼解决农民专业
合作社生产经营的流动性资金
需求和社员生产生活中“小额、
分散”资金需求。

在信用互助业务中，建立
了试点审核辅导制度、高管人
员和社员资格管理制度、互助
资金统计报送制度、托管银行
账户管理制度、重大风险事项
报告和应急处置制度等一系列
审慎监管制度，严控社员金融
风险。

首届全国清照笔会

在章丘举行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石剑芳） 8月 9日，由章丘市
作家协会、清照文化艺术协会
等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作家诗
人清照笔会在章丘落下帷幕。
来自黑龙江、北京、贵州、两广、
甘肃、两河等十几个省市的90

余位作家诗人参加此次笔会。
在为期三天的文化采风

中，作家们分别参观了清照词
园、城子崖博物馆、百脉泉酒业
工业旅游区、绣源河等地。据
悉，笔会结束后主办方收集参
加清照笔会作家的采风文稿，
结集成册纪念此次笔会。

8日，在章丘明水街道办
事处广场，一大早便引来不
少人驻足。由章丘市人社局、
市场监管局、高教办、明水街
道办联合举办的章丘2015年
度高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正
在进行中。在招聘会现场，记
者发现，企业招工量大，应聘
求职者多，但招聘需求与求
职意向间却有些“错位”。

毕业生在招聘会现场查看应聘岗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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