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 7月 2 4日讯
(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李伟) 23日上午，“山东省
文化扶贫项目——— 首批流
动文化服务车配发仪式”
在市民文化中心西广场举
办。据了解，为加快推进全
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加大贫困地区、革命
老区流动文化服务力度，
更好的发挥县级文化馆在
文化惠民工程中的主体作
用，省文化厅自2017年开

始分两年的时间，为全省
5 8个财政困难县 (沂蒙革
命老区县)文化馆配发流动
文化服务车。

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
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脱贫
攻坚一抓到底、决战决胜的
坚定意志。文化扶贫是整个
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的重要内容。流动文化车的
配发有利于推动城市优势

文化资源向基层流动，通过
广泛开展流动文化服务，进
一步丰富基层群众业余文
化生活。

2018年，市文广新局
深入推进文化精准扶贫，
真正做到文化惠民服务群
众。目前，全市399个省定
贫困村全部建有文化活动
室；2018年，市级公共文化
资金中留出104万用于104
个扶贫工作重点村；4月份
开始，组成督导小组对各

县随机抽取贫困村进行调
研；公共文化资金着重向
文化扶贫领域倾斜；8月至
11月，将举办“惠民演出走
进美丽乡村 文化力量助
力精准扶贫”文化惠民下
乡演出活动；聊城涌现出
一批歌颂扶贫工作的文艺
作品，其中山东梆子《一个
也不落下》2 3日去北京参
加“庆祝改革开放4 0周年
主题系列活动—全国优秀
剧目展演”。

聊聊城城举举行行流流动动文文化化服服务务车车配配发发仪仪式式
深入推进文化扶贫，推动城市优势文化资源向基层流动

本报聊城7月24日讯(记
者 杨淑君 实习生 王
安然 魏欣 ) 7月22日上
午，聊城市人才交流中心定
期招聘会如期举行。因为不
是招聘旺季，到场的应聘者
并不多，但展板上张贴招聘
简章的足足有百家招聘单
位。有企业称，前去应聘的
年轻人多数不满意开出的
薪资，而企业想找能力和人
品都满意的人才也特别难。

记者看到，此次招聘会
用人单位，不仅有聊城本土
和乡镇企业，还有一些大型
公司的聊城分公司单位。现
场展位有50个，但因为现下
不是人才招聘的高峰时期，
到达现场的企业不到十家，
前来应聘的人员也是三三
两两，为数不多。在人才交

流中心提供的展板上，张贴
招聘公告的企业足有上百
家之多，供前去应聘的人员
查阅。

此次招聘会提供的就
业岗位，既有年薪十万元及
以上的高素质管理岗位，也
有月薪2000至6000(基本工
资)的技术人员、销售顾问
一类的岗位。岗位类型涵盖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家居、
农业肥料产业、生物医药及
器械销售、娱乐传媒推广、
辅导教育等多个门类。

记者连续采访了几家
招聘企业发现，各公司的招
聘条件基本上都倾向于22
至35年龄段的青壮年人群，
能力素质和人品被看作是
招人的首要条件。面对当前
的招聘形势，各公司负责人

纷纷表示，合适的人选的确
不太好找，已经有企业连续
半年都在此招聘会上招人，
而所招的不过是几名销售
推广人员。

关于当前招聘形势的
形成原因，多家公司负责
人都认为，年轻人的好高
骛远是主要因素。某智能
家居公司的负责人称，自
己 已 经 接 到 不 下 十 个 电
话，一上来就开始问休班
时间和休假制度。某肥业
公司负责人也说，大部分
来应聘的年轻人都认不清
当前普遍的薪资水平，仿
佛月薪2000的工作是上个
世纪的事。

刚刚毕业于山东理工
大学的小张，经朋友介绍来
到该场招聘会，她在大学里

学的是电子信息类专业。对
于选择公司、岗位的要求，
她表示，薪酬和发展前景是
第一位的，认为实习过后的
工资应不低于3000元。此
外，休班、工作时间以及公
司所在地也包含在考虑条
件内。谈到在聊城就业的原
因，她坦言，自己家在聊城，
家里只有自己一个孩子，自
己谈的对象也是聊城本地
的，所以只会考虑在本地工
作。

记者又连续采访了多
位前去应聘的人，得知他们
大都对本地的薪资待遇不
太满意，但好在离家近，也
不必担心落入招聘陷阱。一
位应聘者表示，希望在本地
人才政策的逐步完善下，招
聘双方终会实现共赢。

应聘人员不满薪资，企业看重能力素质和人品

有有企企业业招招聘聘半半年年也也招招不不到到满满意意的的人人

本报聊城7月24日讯(记
者 凌文秀 实习生 姜
慧) 人海茫茫还在不停的
寻找自己的另一半？潮起潮
落还在孤独的走过风风雨
雨？日出日落还在一个人体
会酸甜苦辣？“用心的丰富
自己，忙忙碌碌许久，还是
自己一个人。”温婉知性的
小姐姐抱怨道。为了给小哥
哥小姐姐提供以一个合适
的机会认识，齐鲁晚报七夕
相亲会火热开场，还在等待
什么？这里群英荟萃，男神
女神齐聚，高大开朗的小哥
哥，知性的美丽小姐姐齐聚
这里，只为你能找到自己爱
的那个他(她)。

活动现场，除了浪漫寻
缘，还有众多商家助力寻
缘。活动当天凭票签到还可
领取小礼物，活动现场更有
热辣舞蹈、舞蹈串场、模特
走秀、网红直播等流程让你
大饱眼福，机不可失失不再
来，不要错过机会，现在动
手报名吧，来现场带走你心
仪的那个他(她)，七夕佳节，
告别单身，不吃狗粮。

本次活动有齐鲁晚报携
手聊城国际会展中心共同举
办，是公信力与专业度的完
美结合，齐鲁晚报旗下所有
媒体：齐鲁晚报、微信矩阵
(齐鲁今日聊城、聊城书香苑
等)、微博、齐鲁壹点app、品

牌相亲会等全程带动，在7月
份到8月份全面启动聊城首
届婚庆博览会，为您提供一
条龙服务，让您用最少的时
间完成一场最美的婚礼。

8月17日至19日，2018
聊城首届婚庆产业博览会
暨齐鲁晚报七夕相亲大会
将在聊城国际会展中心盛
大开幕，期间，准婚族可以
选择符合自己审美的婚庆
用品，单身男女可以互相认
识交流，氛围浪漫。报名日
期截止到8月15日。8月17
日，七夕佳节，聊城国际会
展中心我们恭候您的来临。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8
月15日

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
众号“齐鲁今日聊城”菜单
栏自主报名。

报名要求：单身男士女
士。年龄达到法定结婚年龄

活动地点：聊城国际会
展中心 (市内乘6路、10路公
交可达)

活动时间：8月17日至19
日

情牵七夕，缘定一生

七七夕夕牵牵手手相相亲亲会会报报名名火火热热进进行行中中

扫码即可报名

近日，中国银行山东省
分行移动柜台项目在聊城卫
育路支行全省首家试点成
功，掀开了山东省分行“先点
后面”推广一站式移动金融
服务的新篇章。

移动智能柜台以科技创
新为驱动，打破了传统物理
网点的地域限制，能够办理
开借记卡、激活、签约以及信
用卡申请、信用卡激活、账户
升降级、修改客户信息、改手
机号、修改密码、查询余额、
基金、理财、信用卡信息变
更、定期存、取款等日常业
务，随地而行，便捷高效。

移动柜台成功投产后，
中行可以主动上门办业务，
线下服务更贴心；电子凭据，
语音提示，全程无纸化，客户
操作更简单；办理开卡、签约
手机银行等业务，线上线下更
融合；人脸识别、红外线感知，
风险控制更坚固。下一步，中
国银行山东省分行依据外拓
能力强、客户群丰富、使用效
能高“三个优先”投产策略，全
面启动省内网点移动柜台推
广工作，必将在支持金融业务
厅外服务、打造用户体验极
致、构建开放共享的金融生
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中国国银银行行山山东东省省分分行行移移动动柜柜台台项项目目成成功功投投产产

近日，聊城大学农学院新农科
技社“绿色方舟”服务队举办了“研
究化肥 服务三农”活动。为保证活
动的顺利进行，服务队的志愿者们
提前与许营镇伟丽种苗农资经营部
的负责人进行了联系和沟通，志愿
者们虚心请教，负责人认真地给志
愿者们讲解关于化肥的有关知识，
这与志愿者们的专业知识相联系，
志愿者们更深入地关于化肥的组成
和实践应用，获益匪浅。此次活动的
成功举办使得志愿者们更加注重实
践，明白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
要意义。 (张恒 隋雯雯)

服服务务三三农农

为弘扬绿色文明，倡导绿色观
念，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7月8日，
聊城大学于新东方广场举办“辩环
保标识，提环保意识”活动。活动中
志愿者们 拿出自己制作的环保标
识，引导小朋友们辨别，并向其讲解
的环保知识同时进行互动活动。小
朋友们通过自己亲身的参与辨别，
理解了不同标识的意义，有些可爱
的小朋友说今后一定要爱护好身边
的小花小草。虽然语言有些稚嫩，但
仍能表现其环保之心，志愿者们心
中感动不已，只有将环保传承下去
我们才会有永远的绿水青山。(李军)

弘弘扬扬绿绿色色文文明明

为了让孩子们意识到运动健身
的重要性，增强孩子们的身体素质，
激发孩子们积极运动锻炼的兴趣，
真正的融入到全民运动的行列中
来，7月10日，聊城大学于翰林苑幼
儿园举办了“弘扬运动精神，缔造阳
光校园”的社会实践活动。活动前志
愿者积极搜索相关知识，策划活动
步骤，准备活动道具。活动中孩子们
和志愿者积极互动，通过讲解运动
知识、做游戏等让孩子们意识到运
动的重要性。志愿者还教孩子们一
些基本的篮球动作，将孩子们的兴
趣充分激发了出来。 (李军)

弘弘扬扬运运动动精精神神

挂失声明
聊城市脑科医院放射诊疗许

可证正本：聊卫放证字(2012)第001
号，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聊城市光明眼科医院姜建德

医师执业证不慎丢失，证件号码：
372501590807111，特此证明。

燃烧器、低氮
取暖、洗浴、锅炉、调试安装。

聊城万里汽配城E4-12
电话：1866356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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