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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没蓝蓝牙牙车车辆辆一一律律停停在在小小区区外外
学院花园为规范停车一户一辆车只能购买一个设备

C05

交通银行滨州分行成立于
2011年12月，根据发展需要，现面
向社会诚聘德才兼备、敬业求实、
勇于拓新的各类人才，诚邀有志
有识之士加盟，携手在交通银行

“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设以
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
银行集团”发展战略的征程上，实
现事业的腾飞和个人价值的提
升。

一、招聘岗位情况
客户服务经理序列(6人)
1 .职位描述
(1)认真学习并掌握我行个人

金融产品特点及相关业务知识;
(2)积极做好个人客户的营销

开拓及维护工作;

(3)深刻理解客户需求并为其
制定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

(4)严格执行我行个人业务、
信贷政策及相关规范要求，做到
合规经营;

(5)根据我行业务发展重点，
协助做好个人客户的营销和推荐
工作。

2 .职位要求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和

学位，金融、经济、财会、管理、市
场营销等相关经济管理专业，35
周岁及以下;

(2)具备两年以上金融同业相
关岗位工作经验、专业对口，其中
银行业正式员工工作经验一年
(具有国有大型银行从业经历者

优先)；
(3)熟悉金融、经济基础知识，

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或银行从业
资格证等相关资格证书者优先;当
地户籍，社会资源丰富者优先；

(4)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和沟通能力，较强的工作责任心
和团队协作精神;

(5)身体健康，形象气质好;品
行端正，无任何违规违纪行为;

(6)符合交通银行亲属回避规
定。

二、招聘流程
简历投递——— 简历筛选———

笔试——— 面试——— 录用通知———
入行。

三、应聘方式

1 .请登陆交通银行官方网站
人才招聘板块，进行岗位申请，具
体 链 接 h t t p : / /
job.bankcomm.com。选择“社会招
聘”进行注册，注册完毕后点击

“社会招聘-机构列表-山东省分
行”，选择相应职位填写电子简历;

2 .个人信息务必填写完整，主
要包括简历、教育信息、工作实
习、培训信息、证书信息、家庭信
息、其他信息等，按要求上传证件
照和生活照，按要求详细填写各
项信息将是您应聘成功的基础。

四、注意事项
1 .所有个人资料必须真实无

误，如有虚假信息，申请人将会被
取消录用资格;

2 .简历投递截止时间2015年9
月30日，请尽早提交简历;

3 .笔试、面试通知将通过
95559短信发送(不能回复)，请确
认手机未屏蔽95559系统短信;当
手机号码变更时，请及时更新注
册信息。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综合管理部王先生
电话：0543-3091255、3091256

联系地址：滨州市渤海十八
路567号。

交通银行滨州分行社会招聘公告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郗运
红 ) 目前，滨州市不少小区门
卫安装了蓝牙道闸系统，业主需
要自己花费50元购买蓝牙电子
设备才能出入小区大门。27日，
记者走访了滨州麒麟阁、丽景小
区、学院花园等小区发现，车辆
进小区须蓝牙读卡才行，没有蓝
牙设备的车辆需在门卫处登记
后方可入门，其中学院花园小区
规定，没蓝牙车辆严谨入内，车
辆只能停留在小区门外。

近日，黄河十一路渤海十一
路麒麟阁小区投资改造小区道
闸系统，27日中午11点半左右，
在麒麟阁小区南门入口处车辆
在距离门杆2米左右的地方门杆
接受感应后自动抬起，一辆辆机
动车正排队等待入门回家。门杆

上还有“一车一杆，禁止闯杆”
“无蓝牙车辆请走西门”的字样。

“得有四五天了吧，没有蓝
牙不让进。没有就走西门，西门
也有设备，但登记后就能进了。”
市民李先生说，自从小区安装上
蓝牙道闸后，绕路让他感觉到很
麻烦，干脆自己交了50元安上了
蓝牙设备。

“之前有电子卡，现在又让
买蓝牙，让我们瞎花钱。”麒麟阁
小区谢先生说，因为小区购买的
卡没有退款就又开始实施蓝牙
设备，他很不满意，生气归生气
可他还是无奈地购买了新的蓝
牙卡。

在麒麟阁小区物业处了解
到，购买蓝牙设备采取业主自愿
购买方式，不购买就只能从小区

西门登记进入。在黄河七路渤海
十七路的丽景小区了解到，小区
实施蓝牙道闸系统已经有一年
之多，同样采用自愿购买形式，
没有购买的业主也只能登记后
才能进门。

但在黄河八路渤海十一路
的学院花园小区物业处了解到，
业主车辆必须通过蓝牙设备才
可进出小区，没有蓝牙设备的车
辆一律停在小区门外，包括探亲
访友的车辆。“小区内路面是不
允许停车的，车辆必须停在地下
车库。蓝牙设备是根据车库车位
购买的，一户一辆车只能购买一
个蓝牙设备。探亲入门的车辆也
必须有蓝牙才能进入，不然进去
了没有办法停车。”学院花园小
区物业的工作人员称。

韩女士和博兴县人民医院还未达成统一意见

患患者者家家属属要要求求获获赔赔3355万万元元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王
泽云) 26日，本报报道了博兴
县韩女士在博兴县人民医院做
过阑尾炎手术之后，右腿失去
知觉，在该医院一直治疗至今，
昨天该医院中途停药要求患者
做医学责任鉴定。

27日下午3点，记者到博兴
县人民医院了解到，韩女士仍
旧被停药，医院方坚持要求患
者做医学责任鉴定，并且双方
开始谈如何解决此事，但是一

直到下午5点30分，双方仍达不
成统一意见。

患者家属提出两条解决方
案，一是可以私了，医院赔偿医
药费、精神损失费等35万，二是
患者在医院把腿治疗好为止。
病人家属认为，要医院赔偿35
万合情合理，按照患者治疗需
要6个月为基准，其中医药费24
万，家属护理费等11万。患者在
医院治疗两个月共计花费9万
元左右，平均一个月4 . 5万，而
且家属护理病人没有办法工
作，其工资以及精神损失费共
计11万，如果医院需要可以开
收入证明。

代表博兴县人民医院跟家

属谈判的医务科王主任却告诉
家属，在1万以内医院可以自行
解决，超过1万以上则得通过博
兴县人民调解委员会备案，10万
元以上则必须走司法鉴定程序，
得做医学责任鉴定，但是患者家
属拒绝做医学责任鉴定，认为医
学责任鉴定应该在患者刚入院
时做，或者等患者病好了再做。

韩女士家属就停药一事问
究竟，但是双方因为此事争执
不休，患者家属表示当再次回
到博兴县人民医院就诊时，医
院承诺免费给韩女士治疗，一
直到康复为止，而医院方则说
当时说得是先给病人治疗，没
有谈该费用应谁承担的问题。

韩女士家人一直在强调，
赶紧给韩女士恢复治疗，但是
院方说继续治疗也可以，但是
得同意到滨州市医学会做医学
责任鉴定，至于到底是什么原
因造成韩女士在手术后右腿失
去知觉一事，院方坚持先做医
学责任鉴定，在结果出来之前，
不能说是院方造成的，如果鉴
定结果出来后能证明是院方责
任，院方将承担此责任。但是家
属却觉得如果医院没有责任，
不会平白无故的给免费治疗两
个月，虽然韩女士有腰间盘突
出，但是从滨州市以及淄博市
医院检查的结果看，和腰间盘
突出无关。

滨州公路主场迎战菏泽，关键一战誓拿三分

周周日日，，本本报报微微博博、、微微信信直直播播鲁鲁超超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韩
志伟) 30日的鲁超比赛，滨州
公路将在主场迎战菏泽，在这
样一场滨州球迷瞩目的关键战
役中，本报将开通微博和微信
图文直播，届时，那些无法到

场观战的球迷可以通过本报的
官方微博和微信及时了解最新
比赛信息。

在前三轮比赛中，滨州公
路一胜两负，排名第四，此次
主场迎战与自己积分相同的菏
泽队，可谓是刺刀见红的关键
战役，如果本轮不胜，滨州公
路将失去争夺冠军的希望。滨
州最近几天阴雨天不断，这对
公路的训练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公路队员王露在采访中也

说道，球队的配合越来越默
契，每一个人都很努力，欠缺
的只是一点点运气。同时，王
露也强调，这场比赛必须要拼
下来，必须拿到三分，“要不然
后边的比赛直接不好踢了，队
员能做的就是执行教练员的安
排，尽全力踢好球，把比赛拿
下来。”

菏泽队之前也是一胜两负，
与滨州公里积分相同，但是三场
比赛只踢进2个球，丢球数达到

了5个，而公路进了6个球，丢球
数却是4个。由此看来，菏泽的进
攻并不强，滨州公路需要在稳固
防守的前提下，把进攻能力正常
发挥出来就可以了。

本报也将为本场比赛开通
微博、微信直播，这也是滨州首
次为某一赛事开通图文直播，届
时滨州的球迷可以关注齐鲁晚
报今日滨州的官方微博和微信，
就可以进入直播间，一边吐槽一
边看比赛。

麒麟阁小区门口一辆车使用蓝牙刷卡的方式进入小区。
本报记者 郗运红 摄

棣丰计生做好
依法行政工作

本报讯 今年来，棣丰街道
始终坚持把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
贯穿到计划生育工作的各个环
节，不断创新执法思路，严格执法
程序，完善执法制度，狠抓行动落
实，切实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全力
推动街道人口和计生工作的健康
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转变工
作方式，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全力
服务育龄群众。定期对行政执法
人员进行培训力度，开展多渠道、
多层次、全方位的学习，全面提高
执法人员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
实行政务、信息公开制度，设立举
报箱、举报电话，在街道、社区两
级政务公开栏张贴公开执法程
序、奖励优惠政策、便民服务措
施，监督举报电话等促进行政执
法规范运行，加强对计生行政执
法和行政管理的监督力度。

(孙长忠)

27日，由团市委、中共滨州市
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以“红色记
忆，忆往昔峥嵘岁月”为主题的纪
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
利70周年”之老渤海精神分享会
在滨州普禾书吧举行，并向普禾
书吧捐赠老渤海红色记忆有关书
籍。
本报通讯员 马振棣 王佩珍
本报记者 郗运红 摄影报道

分享渤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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