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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高校版“职来职往”精彩上演
■记者

袁玥

1月10日下午，淮安市第五届大中
专学生文化艺术节之“职来职往”淮安
高校大学生面试真人秀活动在南京林
业大学淮安校区举办， 吸引了北大青
鸟、九创装饰、旗扬策略营销、汉腾汽
车等多家顶尖企业的代表参加。
经过前期初赛、复赛等激烈角逐，
共有11名大学生进入决赛。 决赛设置
了“
职场初印象”、“职场零距离”、“职
场再考评”、“职场终选择” 四大环节。

现场评委根据求职者简历或个人VCR
等信息向其提问， 给出关于本行业或
岗位的一个职场情景， 求职者与出题
评委一同在现场进行情景模拟， 多角
度考验求职者的综合素质。
现场，企业评委们的问题十分“刁
钻”，如，“如果客户对某项产品的售后
服务不满意，你将如何处理”、“一个人
花8块钱买了个东西，9块钱卖掉，又花
10块钱买回来，11块钱卖掉，他赚了多
少钱”、“你为本次比赛做了哪些准备”
等。 求职者们快速的临场反映和机智

乐慈颐康园老年养护中心党支部：

倾听老人心声 挖掘党员力量
经济技术开发区乐慈颐康园现入住老人270余人，其中，有39名老党员，
平均年龄达80岁。 日前，乐慈颐康园老年养护中心党支部在2017年支部工作
总结大会中提出，该园将结合本院实际情况，本着为天下儿女尽孝、为政府解
忧的宗旨，以大爱、格局、智慧为核心，以让老人有一个幸福而有尊严的晚年
生活为目标，维护好每一位老人的权益，进一步巩固各项制度，完善每一项服
务流程、保障每一位老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使乐慈颐康园的各项工作更加规
范化、标准化，使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住、老有所得、老有所乐得到全面贯彻
落实。
■记者 胡凌轩 通讯员 樊丽

积极开展生活会，倾听老人心声
乐慈颐康园老年养护中心党支
部书记宋强说，入住的颐康园内有不
少老党员，党支部将充分挖掘和利用
好住养老党员这块宝藏，共同管理敬
老院这个大家庭，推进党支部工作。
该党支部为了让老人有安居如
家的感觉， 倡导“有话摊开来大家
讲”。 去年12月，该党支部组织召开了
老人餐饮、服务民生生活会，让每位
老人对每天的伙食、每位护理员的服
务提意见、给建议，共有60余位老人
参加， 其中，20多位是退休老党员，7
位是五保老人，3位是孤老。 会议还没
开始，老人们都已经热闹地交谈起来

了。 那次会议，60余位老人都谈了感
想，有表扬的，有提出疑问的，有提出
体检要求的， 有希望增加娱乐活动
的，会议开得十分成功。
目前，该党支部每季度都会召开
老人餐饮、服务民生生活会，通过“养
老院的两会”， 切实掌握养老护理服
务及餐饮服务的真实情况，提升颐康
园的养老服务质量。 同时，还定期召
开老人党员座谈会，针对颐康园的护
理服务、养老热点、难点问题展开讨
论、商量对策，在学习探讨中提高服
务能力。

心声变成现实，党支部不断努力
颐康园除了开展老人餐饮、服务
民生生活会，还确定每月20号为党员
活动日，以党员为引领，带领老人群
众读报、看新闻、学习先进人物的事
迹，分享每个人对党的认识，讨论党
支部的各项工作。 每次活动日结束
后，乐慈颐康园老年养护中心党支部
都认真地反馈好老人们的意见和建
议。

在颐康园，每天有专门的医护人
员帮助老人检查身体；每月会组织老
人开展各类趣味活动；春秋时节还会
带领院内老人到周边地区踏青郊游。
住在颐康园的李爷爷说：“人老了，会
特别关注身体健康。 现在每天都有医
护人员为我们检查，既省去子女的麻
烦， 又解决了我们对身体的担忧，让
我们能在敬老院里安心度晚年！ ”

创新管理模式，科学民主管理
该党支部通过对党员活动模式
的探索创新，进一步推进了颐康园的
科学民主管理，党支部和住养老党员
齐抓共管，共同推进颐康园老年福利
事业发展。 一是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坚持做到以人为本，在广泛征求老人
意见的基础上， 健全了一系列制度，
且定期组织老人参加督促，促使各项

制度不断健全完善。 二是加强以党员
带头的服务方式，充分发挥党员的模
范带头作用。 坚持把提高服务人员的
思想素质和服务能力放在首位，定期
召开党员例会，组织学习护理、医疗、
安全保障、食品安全等知识，针对老
人热点、难点问题展开讨论，商量对
策，在学习探讨中提高服务能力。

的回答赢得阵阵掌声。
最终，通过现场双向选择，王锐、
谷震等7名优秀参赛选手成功获得了
就业机会。 此外，淮安58同城通过实例
讲解，给现场观赛的350名师生们讲解
了如何预防求职陷阱。
据了解， 此次活动由共青团淮安
市委主办，淮安58同城、南京林业大学
淮安校区团委、淮海商报社承办，旨在
让大学生们提前体验真实的求职现
场，锻炼他们的求职能力，展示自我风
采。

洪泽交警强化纪律作风建设
洪泽交警以“牢记总书记嘱托，建设周总理
家乡”为遵循和引领，紧紧围绕“内塑精神、外塑
形象，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目标任务，强化队
伍纪律作风建设：从提高认识、深化教育、剖析整
改、规范管理和制度建设等五个方面，以铁的手
腕严抓纪律、严管队伍，坚决防止违法违纪问题
的发生， 切实解决当前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把队伍纪律作风建设作为急事先抓、作为大事狠
抓、作为实事真抓，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
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经得起考验、人民群
众满意的公安交警队伍。
■通讯员 苗洪波 王利军

心急去迎代驾
酒后开车被查
父亲喝完酒， 打电话让自
己的儿子来当代驾。 儿子快要
到时， 这位父亲认为自己喝得
少、可以开一小段路，结果被民
警逮个正着。
2017年12月24日晚，交警五
大队在淮金线与武黄路路口对
过往车辆进行检查时拦下了一
辆轿车。 司机黄某称自己在武
黄路附近和几个朋友喝了一两
多白酒， 之后叫了自己的儿子
来帮忙开车， 在等待的过程中
觉得自己并未喝多， 就开车去
前面路口迎接儿子， 结果被交
警查获。
随后， 民警对黄某进行酒
精呼气检测。 结果显示，黄某体
内 酒 精 含 量 为 39mg/100ml， 属
于饮酒驾驶。 民警现场对其进
行了批评教育和处罚。
■通讯员 颜松

1月11日下午， 清江浦区交通运输局组织多
名党员来到市区大运河广场，参加“贯彻十九大、
党员在行动”进社区大型广场服务活动。 交通党
员现场积极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接受市民咨
询， 累计发放各类传单200余份， 接受咨询19人
次，现场答疑解惑3个。
■通讯员 谢小春 周春勇

诈骗被拘不悔改
重操旧业再落网
■记者

二两酒量喝一斤
家中失火险丧命
1月7日中午， 淮阴公安分
局三树派出所接到辖区某村村
民报警称，一户村民家中失火，
冒出浓烟。 接警后，民警谢家康
迅速驾驶多功能消防巡防车赶
到现场， 发现失火的住宅是一
座二层楼房， 二楼主卧室正往
外冒着滚滚浓烟。
“有群众反映，有一名村民
在大火烧起来后还没有从火场
出来， 我们赶紧找来锤子砸开
大门，跑到二楼，发现一名男子
躺在地上，已经意识不清，便立
即将他拖出房屋。 ”谢家康说，
之后， 他们一边使用多功能消
防车上的水枪打击火势， 一边
组织周围群众帮忙灭火。 约20
分钟后，大火被彻底扑灭。
据了解，事发前，该男子因
琐事在家喝闷酒， 平时酒量也
就2两左右的他当天却喝了一
斤白酒，酒后意识不清，躺在地
上。 后来不知何故，家中突然失
火。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通讯员 文松

杨丹丹 通讯员 曹玉从

家住盱眙县穆店乡的王某好逸恶劳、不务正
业，2014年7月曾因诈骗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王
某却不知悔改，于2015年重操就业，开出诱人条
件迷惑群众，致使多名群众上当受骗。 近日，再次
准备实施诈骗的王某被群众识破， 最终落入法
网。
2017年12月21日6时30分许， 盱眙县公安局
旧铺派出所接110指令， 在旧铺镇大字营村潘庄
组吉某家有人骗钱。 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赶赴
现场，将涉嫌诈骗的王某带至派出所询问。
经了解， 王某12月20日下午去了吉某家，自
称是水利工程负责人，近期要在旧铺镇红旗水库
做几百万元的水利工程，需要租赁房屋、雇佣后
勤人员，给吉某开出了租赁其家房屋、安排其在
工程队工作及让吉某家属负责烧饭等优厚条件。
临走时， 王某称第二天就带工程队入住吉某家。
21日早晨， 王某骑电动车急匆匆到了吉某家，称
自己工程队的车辆正停在本地莲塘加油站加柴
油，但资金周转不畅，向吉某借2000元钱周转，并
声称下午工程队会计来了就会还钱。 细心的吉某
见王某伸手要钱，遂怀疑王某是骗子。 为了稳住
王某，吉某以家中钱不够、到邻居家借钱为名，偷
偷地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经审查，王某对自己自2015年以来多次窜至
盱眙县旧铺镇、天泉湖镇等地群众家中，以修水
利工程租用受害人房屋、安排工作为诱饵，累计
骗取受害人10000余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已被盱眙县公安局刑
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