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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 日上午，我市 2018
年夏季大型人才招聘会暨毕业生
就业洽谈会在开发区人力资源市
场拉开帷幕。上午8点不到，人
力资源市场外已经有不少求职者
冒着炎炎烈日在排队等候，这些
求职者中，有不少都是今夏刚刚

毕业的大学生。对于这些刚刚走
出校门踏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来
说，这场招聘会便是职场的入
口。据悉，本次招聘会共有 160
家招聘单位，他们为求职者提供
了 4000 余个工作机会。那么，
这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们能否找

到心仪的工作岗位，顺利步入职
场呢？记者对此进行了现场采访
调查。

记者调查：多数岗位
偏重技能类

当天上午，在开发区人力资
源市场的一层和二层，来自各行
各业的 160家招聘单位正在等待
着有意向的求职者前来咨询，而
求职者们也仔细地关注着每一块
招聘信息牌，不停地辗转于招聘
摊位之间。

虽然工作机会颇多，但记者
注意到，不少毕业生在现场都面
露难色。在苏州大学里主修文秘
类的毕业生小蒋告诉记者：“我
想找文员的工作，但楼上楼下找
了一圈，基本上没看到几家招文
员的，大多数都是在招技术工
人。”小蒋不无失望地说，“很多
企业都是光学、工程、机械类
的，他们想要的都是技术员、操
作工，甚至是工程师，这些工作
我是一窍不通啊。”

记者根据现场的招聘信息进
行了统计，在 4000 多个岗位

中，有 2300 多个是技术员、工
程师、普通工人 350多个，这两
块便占了所有岗位的 65%以上，
而涉及文化传媒、教育、普通文
员的，只有 100多个。现场不少
应届毕业生坦言，这次招聘会对
于大学毕业生，尤其是文科类的
毕业生并不“友好”。

招聘单位：应届毕业
生虽无经验却有优势

多数岗位偏重技术员、操作
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市
的经济市场需求，不过这并不意
味着招聘单位对刚刚毕业的大学
生不感兴趣。记者通过现场招聘
信息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招聘
单位对工作经验没有明确的要
求，20 多家单位在在招聘信息
上明确注明了招聘应届毕业生，
这在以往的招聘会上实属少见。

在一家眼镜电商公司摊位
前，记者看到几位毕业生正饶有
兴趣地看着招聘信息。“我们公
司对刚毕业的大学生很有兴
趣。”这位招聘者说，“没有工作
经验没关系，我们看重的是求职
者的工作态度。再者说，我们会
在工作前对员工进行岗位培训，
这些应届毕业生有一定的专业知
识基础，再经过我们的培训，很
快就能上岗。”她说，“相比其他
人，毕业生有想法、有干劲，这
一点对公司的发展很重要。除此
之外，相比那些有多年工作经验
的求职者，应届毕业生能较好地
接受公司文化，较快地适应公司
的管理模式。”记者了解到，在
此次招聘会上，与网络电子商务
相关的工作岗位有 200多个，吸
引了不少大学毕业生。除了电子
商务，不少企业也对应届毕业生
很感兴趣，一些招聘单位表示，
不管是哪个行业，都要与时俱
进，“不吐故而纳新”能给企业
注入活力，由此产生的“化学变
化”往往能给企业带来益处。

应届毕业生：求职未
果却获益良多

在招聘会上，两位来自某大
学学习酒店管理的毕业生告诉记
者，她们在现场转悠了好一会
儿，没有找到一个专业对口的招
聘单位，终于，她们在一家与

“茶艺”有关的公司摊位前投下
了简历。“我们俩是高中同学，
大学里都是学的酒店管理，前不
久刚刚毕业。”其中一位毕业生
说，来之前，她俩就没有抱太大

的希望，毕竟这个专业在丹阳的
确不太好找工作，“我们是女孩
子，家人认为还是留在丹阳好，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两人告诉
记者，这次求职经历虽说不太成
功，但却收获了很多，“我们在
好几家招聘摊位前和招聘者聊
过，虽然我们的专业并不是他们
要招的，但他们还是给了很多意
见，让我们了解了一番丹阳职场
的情况，这对我们接下来找工作
挺有帮助的。”

在一家招聘摊位前，两位家
长正陪着刚毕业的女儿在求职。
女孩告诉记者，那位招聘者与自
己聊了很久，“他告诉我，刚毕
业，不要总盯着对口的专业，更
不该眼高手低，应该找一份能让
自己学到东西，对自己的未来发
展有助益的工作先做着，积累经
验，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职
场里历练一番，这对自己的人际
拓展以及性格培养都比较好。”
女孩说，自己虽然没有在这次招
聘会上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但
却学到了很多以前在学校里没有
听到过的“职场秘笈”，这让她
更有信心去踏入社会了。

专业人士：应届毕业
生求职需耐心谨慎

记者采访了人才市场一位工
作人员，他提醒毕业生，刚走出
校园步入社会，会发现有一些工
作机会，但一定不能操之过急，
随便找份工作了事，要求不能太
高但也不能毫无要求，毕竟好的
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在选择工
作时，不一定要跟自己专业对
口，但尽量是跟自己专业沾边
的，这样不会让你“置身迷惘”
导致越陷越深而找不到方向。作
为刚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应该
认清现实，不要过于理想化，脚
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才能让
自己走得更远，才能有朝一日真
正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要对职位
的要求太高，要知道，万丈高楼
平地起。同时，在选择工作的时
候一定要谨慎，不要心怀侥幸心
理，因为急于求成而被骗。在求
职过程中应选择正规的企业，切
勿被高薪引诱。

聚焦今夏首场大型招聘会——

岗位偏技能，毕业生求职难但获益多
本报记者 马骏 赵文菁 束旦平 通讯员 张芸

摄影制图 记者 赵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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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药管理
（上接7月6日三版）
四、就医与供取药管理
（一）实行定点医疗制度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

第一人民医院、丹阳市人民医院
三家医院机构作为我市特药定
点医院。参保患者可以在以上3
家医院中选择1家作为本人使用
特药的定点医院。

1.特药定点医院应对应责任
医师开具的特药处方提供全程
服务（包括用药指导、注射和观
察及回访等）。

2.特药定点医院应做好特药

政策宣教，规范做好相关材料的
审批工作。

3.特药定点医院应加强责任
医师的临床诊疗规范考核管理，
确保合理用药、合理治疗。

（二）、实行责任医师制度
1.责任医师负责对参保患者

治疗各个阶段的医疗服务，包括
诊断、评估、开具处方和随诊跟
踪等；负责为参保患者用药申请
给予评估确认；负责对参保患者
进行各项医保政策及特药治疗
流程的宣教。

2.责任医师在接诊过程中应

认真核对证卡，做到人、证相符，
真实记录病情，特药开药量应控
制在30日用量内。

（三）实行定点供取药制度
参保患者必须凭则责任医

师开具的处方，持社会保障卡、
《待遇证》、《申请表》或近期《评
估表》至特定药店（镇江存仁堂
梦溪路药店）购取药。镇江存仁
堂（ 梦 溪 路 ）药 店 电 话 ：
84492368；85585148。

五、特药费用结算
（一）参保患者因病情需要

使用特药的，应到市医保中心办

理特药待遇准入手续，到特定药
店购药的。购药后，参保患者带
发票、待遇证、社保卡等材料到
医保中心审核后报销。一个医
疗年度内，患者在医院和特定药
店使用的特药总数应符合有关
规定。

（二）下列情形医保基金不
予支付：

1.参保患者未经参保地经办
机构批准，未取得《待遇证》所发
生的特药费用；

2.参保患者在非本人指定医
院就诊，或非责任医师处方所发

生的特药费用；
3.参保患者未定期在责任医

师处评估，超过评估期后未及时
取得《评估表》所发生的特药费
用；

4.超出医保支付标准和支付
范围的费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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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七位数
第18108期：

0 0 0 5 0 1 6

体彩大乐透
第18081期：

2 10 13 21 35 +1 12

体彩排列5
第18189期：

2 6 9 1 1

信息收集：朱江达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5部影片：
刘纯燕、董浩主演动

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
头爸爸3：俄罗斯奇遇记》；
喜剧、动画、冒险电影《小
悟空》；彭于晏、廖凡主演
动作、剧情、喜剧电影《邪
不压正》；吴磊、梁家辉主
演奇幻、爱情、动作电影
《阿修罗》；徐峥、周一围主
演剧情、喜剧电影《我不是
药神》。

全球最先进的 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
米埃影城免费提供 3D 框
架、夹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
座。影讯活动可关注微信
订阅号：卢米埃丹阳金鹰
影城。

观影指南2018

今日上映5部影片：
刘纯燕、董浩主演动

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
头爸爸3：俄罗斯奇遇记》；
徐峥、周一围主演剧情、喜
剧电影《我不是药神》；喜
剧、动画、冒险电影《小悟
空》；彭于晏、廖凡主演动
作、剧情、喜剧电影《邪不
压正》；动画、动作、冒险电
影《超人总动员2》。

具体场次及时间：
1.可拨打热线咨询：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
号：dyzhongying。

7 月 17 日 10kV 东联Ⅰ

231 线(全线：新新家园、丹金
家园、云九小区、九房西变、
九房东变、元房村、石城中
兴村、任甲西、任甲村、九
房许甲村、九房 1-3 队、丹
阳香逸渔港餐饮娱乐发展有
限公司、丹阳市看守所一带)
06：00-12：00；

10kV 东联Ⅱ线至 23202
开关间线路 (232 至 23202：石
城朱家、许甲东、巫西、石城大
队、大马甲、石城史甲、江苏鱼
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丹
阳市石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一带)06：00-12：00；

10kV石城278线(全线：元
房 前 、锦 绣 江 南 一 带)06：
00-12：00。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记者昨从气象部门了
解到，新的一周，我市仍将延续
上周的晴热高温，开启“烧烤模
式”，预计最高气温36℃左右，大
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昨天我
市继续晴热的天气，在太阳底下
走一走，晒得皮肤微微发痛。是
的，我市打响了抗暑战役，明天，

将正式进入三伏天，天气除了
热，没有更好的形容词了。

在副热带高压稳定持续控
制下，预计本周将连续出现高
温，为此，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
温报告，预计近期最高气温可达
36℃左右。一般来说，日最高气
温达到 35℃以上，就是高温天
气，达到 37℃时称酷暑或“热
浪”。连续高温热浪，会使人们

生理、心理不适应，中暑甚至引
发疾病。

市气象台提醒，大家要注意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了，减少户外
活动，尽量选择在有空调的室
内，或是阴凉处避暑，外出一定
要注意防晒。除了日常的防晒
之外，还要多多补充盐水，可以
吃一些绿豆汤等防暑饮品，饮食
以清淡为宜。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晴到少云，早晨最

低气温：26℃到 27℃，白天最高
气温：35℃到36℃。

17日全市晴到少云，早晨最
低气温：26℃左右，白天最高气
温：35℃到36℃。

18日全市晴到少云，早晨最
低气温：26℃到 27℃，白天最高
气温：35℃到36℃。

“烧烤模式”继续 本周最高温36℃

海关总署提醒：

境外直邮购买
爱他美婴儿
配方乳粉要谨慎

新华社电 针对有媒体报
道法国达能集团旗下爱他美婴
儿配方乳粉在英国引起婴儿呕
吐及胃肠不适症状，海关总署
日前发布通报称，报道涉及的
相关产品还没有通过一般贸易
渠道进口到中国。

通报说，经与相关企业联
系核实有关情况，海关确定该
报道中涉及的婴儿配方乳粉为
达能集团供应欧洲市场的产
品，未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
到中国，该集团也未通过跨境
电商形式将该产品引入中国市
场。目前，该集团正在对问题
发生的原因进行调查。

海关总署提醒消费者谨慎
从境外通过直邮等方式购买该
产品。

新华社电 利用他人的购
物小票，在超市搜集小票上所
列商品，再盗取这些商品前去
服务台“退货”，以此套取现
金。近日，深圳警方发布一起
典型案例提醒公众，要妥善保
管好手中的购物小票，切勿乱
扔。

据警方介绍，近段时间，
薛某从其他顾客手中购买或
捡拾他人的超市购物小票，自
行进入超市搜集小票上所列
商品，随后把这些商品的防盗
磁扣拆毁，在未扫码付费的情
况下秘密夹带离场。然后，再
拿这些盗窃来的商品和购物
小票到服务台，要求“退货”，
将退款揣入囊中。短短一个
月，薛某作案十余起。

面对这位“退货常客”，商
场管理人员产生了警觉并报
警，警方通过搜集证据，最终
确认薛某的犯罪事实并将其
抓捕到案。

购物小票能“套现”
警方提醒勿乱扔

上周水质
丹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指标

CODMn

浑浊度
色度

臭和味
余氯（mg/L）

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
耐热大肠菌群
肉眼可见物

标准值

≤3mg/L
≤1NTU
≤15 度

无异臭、异味
0.80≥出厂水≥0.30

管网水≥0.05
≤100CFU/mL

不得检出/100mL
不得检出/100mL

无

出厂水均值

1.0
0.12
＜5
0

0.5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市区(含开发
区）管网水

1.2
0.16
5
0

0.4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1.5
0.19
5
0

0.4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饮用水水质评价结果

www.dywater.com.cn

借款1000元竟还款35万元

警方支招识别“套路贷”
新华社电 从借贷公司借

款 1000元，经过 8个月的时间，
连拼带凑还了35万元竟然还没
还清，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居
民王某近期陷入“套路贷”还贷

“黑洞”，最后选择报警。警方
提醒广大群众，应通过银行等
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千万不要
轻信无金融从业资质的个人、
公司发布的广告信息。

近期内蒙古公安机关打掉
了多个“套路贷”诈骗团伙。其
中，包头市公安局接到王某报
警后，打掉了一个以陈某丰、陆
某青为首的“套路贷”团伙，破
案 57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93
名。经查，该团伙非法获利2亿
多元。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

长王来明说，“套路贷”背后往
往有黑恶势力的身影，受害人
签订合同后，违法犯罪分子就
通过胁迫逼债、虚假诉讼、非法
拘禁、敲诈勒索等手段侵吞财
产。

王来明提醒广大群众识破
“套路贷”的套路：

套路一，向银行等正规机
构借款都要审核，“套路贷”团
伙便常以“无抵押、迅速放款”
为饵吸引受害人。

套路二，哄骗受害人签下
高于所借款项一倍甚至数倍的
欠条。骗子最常用的骗术是

“这是行规”“不会真让你还这
么多，按期还就没事”。

套路三，当还款日临近，
“套路贷”团伙不主动提醒借款

人逾期，甚至以电话故障、系统
维护为名导致借款人无法还
款。而还款日一过，这些公司
就以“违约”为名，收取“天价”
滞纳金、手续费。

套路四，当借款人无力偿
还高额欠款时，“套路贷”团伙
就通过尾随借款人、在家门口
泼油漆等手段，逼迫还款。

王来明提醒，“套路贷”严
重危害群众财产安全，有的受
害人原本借款10万元，后来“滚
雪球”滚成了三四百万元，最后
甚至损失了房产。他提醒广大
群众，千万不要轻信无金融从
业资质的个人、公司发布的广
告信息；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请
妥善保存有关证据并立即报
警。

新华社电 用微信转账转
错人，对方收钱却不还钱，这种
情况如何维权，近来成为备受
关注的话题。记者14日从广州
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该
法院近期对一起微信转错账的
案件作出判决，判令收款者退
还这笔转错的款项。

判决书显示，原告阿秀从
事金银回收生意，与被告罗某
是微信好友。今年 1月 9日晚，
阿秀通过微信转账货款时，误
将 4530元转给了罗某，阿秀立
即向罗某发微信说转错了请求
归还，但罗某非但没有回微信，
还点击确认收款，并关闭手机。

阿秀在事发当晚前往当地

公安局请求联系协调此事，可
罗某还是无回应。为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阿秀将罗某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罗某退回
4530元。被告罗某没有出庭答
辩。

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
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
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
益。本案中，原告主张其误将
4530元微信转账给被告，并提
供了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
单、微信交易记录、微信聊天记
录、微信详细资料、报警回执等
证据证实。而被告经法院合法
传唤未出庭质证及抗辩，且现
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取得该款

项具有合法根据，故法院对原
告的主张予以采信。

法院判决，被告罗某向原
告阿秀返还 4530 元。法官认
为，碰到这种“天上掉馅饼”的
事，也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把
不当得利返还给当事人，避免
因不当得利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此外，移动支付固然方便
快捷，但操作时一定要认真核
对，避免误转入他人账户。用
户如不慎出现此类情况，可以
先主动与对方沟通、协商，协商
不成时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并保存好微信（手机）转账
记录和银行卡明细记录，作为
证据提交。

微信转账转错人 法院判令收款者退钱

夏季被蛇咬伤多发

专家提醒群众警惕“蛇出没”
新华社电 夏季是各种蛇

频繁出没的季节。专家提醒，
雨前、雨后尤其是洪水过后的
时间要特别注意防范蛇类。一
旦被蛇咬伤，要第一时间到医
院进行救治。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急诊科副主任宁宗介绍，该
院近段时间连续收治了多名被
蛇咬伤的患者。患者送来医院
时，伤口处多出现肿大、瘀斑、
皮下出血等症状。

宁宗说，夏季是竹叶青、眼
镜蛇、烙铁头蛇、银环蛇出没的
高峰期，群众出门需警惕“蛇出
没”。一旦被蛇咬伤后，不要慌
张，也不要去抓蛇，而是要保持
镇定。同时要及时做好现场急
救，可以尝试用手挤出部分毒
液，也可以用火柴烧伤口，努力

消除毒素。
宁宗提醒，广大群众要及

时对家里的杂物进行收拾，不
给蛇类留下藏身之处。同时，
在房屋周围蛇经常出没的地方
撒一些雄黄粉或硫黄粉，有助

于防止蛇类入室。
他还建议，在进行户外活

动时，要特别留意草丛，在走过
偏僻的丛林时要用竹竿、树枝
等工具拍打草丛，让蛇惊吓逃
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