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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二
今日聊城

临清市农村信用社自加快
ATM 等自助设备布放步伐以
来，用卡量和业务量均大幅增
长。同时，ATM 的全覆盖，也
给案件防控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对此，该社将ATM 安全管理和
运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一
方面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的原则，不断建立健全预防
各类案件和事故的长效机制，坚
持防范工作走在各项工作的前
面，真正做到未雨绸缪；另一方
面积极开展教育培训，加大宣传
力度，完善操作规程，制定管理
办法，严格落实责任，不断增强
员工的案防意识，提高客户的风
险识别能力，多举措严防 ATM
案件。 (尹德军)

临清农信社

多举措严防ATM案件

今年以来，临清市农信社
在稳健货币政策主导下，按照
“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
优化”的要求，大力发展绿色
信贷，积极支持节能减排和低
碳经济发展，建立健全“绿色
信贷”长效机制，促进循环经
济、节能减排和低碳型经济发
展。严格限制对高耗能、高污
染及产能过剩行业信贷投入，
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
设；对已发放的“两高一资”
及产能过剩行业贷款进行压缩
收回。同时，对地方绿色产业
项目贷款，探索多种抵质押贷
款方式，着力解决融资担保难
问题，有效促进地方经济转型
升级。 (周浩 杨杰)

以绿色信贷推动

地方经济转型升级

多年来，临清农信社坚持
“帮到村，扶到户，选准项
目，促致富”的工作思路，情
牵农家，助农致富，充分发挥
了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走出
了一条农村信用社支持农民增
收、促进信用社增效的“双
赢”之路。该农信社信贷经理
深入乡村，及时满足农民信贷
需求，为农民创业致富开辟
“绿色通道”。截至 8 月末，
该社累计发放农户小额贷款
8412 万多元，支持 492 名返乡
农村青年和 744 名有一技之长
的农民创业致富，带动全市
5196 名农民增收，农户小额贷
款已经成为众多农户发家致富
的“助推器”。(周浩 杨杰)

临清农信社小额贷款

助农发家致富

近年来，临清农信社积极
转变观念，更新思路，深入市
场调查，不断加大对中小企业
的信贷支持力度，牢牢抓住优
势产业、龙头企业、高精和创
汇型企业，促进产业结构调
整，推动产业链条形成、农户
转型和企业升级。逐步完善中
小企业贷款审批机制，简化贷
款手续，缩短办贷时间，提
高办贷效率。目前该农信社
已与 260 余家中小企业建立
了信贷业务关系，并本着有
进 有 退 的 原 则 实 行 定 期 排
查，严防风险，实现社企共
赢，有力地推动地方经济繁
荣发展。

(周浩 尹德军)

临清农信社为

中小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截止今年 8 月底，临清市农
村信用社共布放农民自助服务
终端 17 台，扫清了农村偏远地
区金融服务的盲区，实现了农信
社金融服务在城—乡—村的全
覆盖，增强了农信社在农村市场
的竞争力，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
水平，为农信社更好地为“三农”

服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自助服务终端，农民可

实现自助办理各类惠农补贴支
取、小额存取款、账户余额和交
易明细查询、口头挂失、存折补
登等业务，构建起遍布城乡、贴
近农民的农村支付结算网络，各
项惠农补贴的发放一步到位，切
实满足广大农户的金融服务需
求。 (尹德军 杨杰)

临清农信社自助

服务终端便民惠民

小区请开锁公司

来传授防盗知识

名人苑二期居民王先生
说，小区贴出通知：由于最近
小区偷盗现象比较猖獗，小区
邀请到公安部门认定的比较
正规的开锁公司，本周五到周
日来小区传授防盗知识，感觉
小区物业这么做很好。

楼上忘关太阳能

把俺家厨房淹了

劳动局家属院的陈先生
说，楼上邻居最近不是忘了关
太阳能，就是菜叶堵塞水管，
水从四楼流到三楼，把他家的
厨房给淹了。大米、小米、面
粉……成了一锅粥。

仨年轻人夜里闹

楼下邻居睡不着

三里铺小区王女士说，最
近楼上搬来三个年轻人，每天
晚上回家很晚，不是大声唱
歌，就是喝酒、打扑克。她把窗
户全关上，耳朵塞上棉球，还
是睡不着。白天找不到他们，
只好在他们门上贴了留言，希
望能管用。

(杨淑君）

海言阁请您畅言

为给读者创造更广阔的

发言舞台，本报每周五推出的

评论版海言阁陆续开设“水城

杂谈”、“读者来信”、“社区小

喇叭”等栏目，读者均可参与，

期待您的来稿。

投稿要求：不限题材、体

裁，但要言之有物，短小隽永，

切忌泛泛而谈。

欢迎读者踊跃投稿。稿件

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为更好地与读者交流，本

报开通“齐鲁晚报 海言阁”

QQ 群和新浪微博。QQ 群号

9608970 ，微博网址 http ：//

weibo.com/qlwblc，欢迎喜欢评

论写作的读者加入。

投稿邮箱：l c q l w b @

126 .com

寄信地址：聊城市区兴华

路和向阳路路口，古楼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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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岗一头热凸显就业浮躁
□刘铭

9 月 23 日，聊城市人社局
举行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招聘
会， 60 个见习基地提供 327 个
见习岗位，需求人数 1860 人，
但最终达成见习意向的只有
300 人。见习岗位招聘出现一
头热，原因竟是毕业生只对就
业岗位感兴趣，见习岗位并不
受待见。

一份资料显示，聊城今年
7 月份公布了 2011 年聊城市高

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岗位信
息，提供的岗位包括营业员、
收银员、汽车销售、教师、财
会、技术员等。根据相关规
定，就业见习面向择业派遣期
内离校时未就业的聊城生源高
校毕业生，见习人员在同一单
位见习期限一般为 6 个月。

见习岗招不满的情况并不
少见，有些甚至出现“空岗”
的尴尬。见习岗的一头热可见

一斑。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搞见习

岗位招聘，以帮助择业期内未
就业毕业生提高择业能力，让
见习基地和毕业生之间搭建一
个平台。而实际上，很多单位
的员工都是从见习员工中挑出
来的。企业花费时间、精力培
训培养一名员工，目的肯定是
从中挖掘人才，而见习制度正
好满足了企业这一需求。

见习制的设立，对一名刚
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可
谓是真刀真枪锻炼的机会。但
一个新制度在建立过程中，
必然会遇到一些问题。从待
业大学生自身来说，务必转
变观念，见习不同于就业，
但带来的却是宝贵的经验、
能力的提升。而这其中的劳
作、生活，价值已远远超过其
中的过程。

攀比订婚礼莫要成累赘
□潘跃全

订婚礼要八万八，准女婿
想打欠条(本报 9 月 29 日 C07
版报道)。听起来可笑，但对月
挣两千多、父母是农民的小张
来说，订婚礼远远超过他的承
受能力，打欠条也是无奈之
举，八万八的订婚礼成他的累
赘。

订婚礼作为结婚前一项民
间约定俗成的仪式，有其存在
的价值。男方家里条件好，就
多拿点订婚礼；条件有限就少

拿点，他爱女孩的程度，不见
得就比富家男的少。订婚礼的
多寡，绝不能成为衡量爱情的
标准。

订婚礼应是爱情的点缀，
必须量力而行。超过承受能力
的订婚礼，绝不是爱情通向结
婚大陆边的鲜花，而是路边悬
崖上落下的滚石，轻则是爱情
的累赘，重则断送爱情！

现在之所以出现六万六、
八万八甚至三斤百元大钞的订

婚礼，是因为存在贫富差距，
有钱人当然不在乎，还会互相
攀比，才炒高了订婚礼金。但
一些生活并不富裕的人，也被
裹挟进这场攀比，八万八的高
额数字，让穷人家的孩子情何
以堪啊？

父母爱女之情人人皆知，
但请老丈人和丈母娘们珍视女
儿的爱情和婚姻，试问一句，
是有爱情才能走向婚姻，还是
有订婚礼才走向婚姻？女孩们

请珍视自己的爱情，试问一
句，你要你的爱人为爱而笑，
还是为爱而愁？在信仰爱情的
天空里，订婚礼只是点缀，绝
不能成为累赘，否则，就是爱
情信仰的缺失。

“欢迎乘车”

之后呢？
日前，笔者乘坐 13

路公交车，刚一上车，驾
驶员就热情地说“您好，
欢迎乘车！”感觉特别温
馨。

然而，笔者观察了一
会儿，驾驶员对每位上车
的 乘 客 都 说 “ 欢 迎 乘
车”，但乘客的反应却不
一样，有的回以微笑，有
的却很冷漠，当做没看
见。

面对驾驶员的问候，
乘客花了钱似乎可以欣然
接受，尽管这种问候是职
业要求，但驾驶员不是机
器，一脸茫然是否太不礼
貌？

还个微笑，点一下
头，驾驶员就会很欣慰，
他们的要求并不高。

文明因相互文明而更
文明，温暖因相互温暖而
更温暖。

(张金福)

@陈小疯：不以贪图物质
为目的的结婚，根本不需要计
较这些。两个很相爱的人，男
人会主动承担起这个责任给自
己的女人安全感，女人会主动
的给老公当好温暖大后方。如
果女人冲着男人的房车和钱
来，男人在自己的女人面前抠
抠唧唧，那这俩人早晚离婚。

@雷敏：装不装修本无可
厚非，问题的关键是从什么时
候开始，爱情、婚姻这种神圣的
东西被扔进了“金”与“利”的大
染缸？

@angel：用所谓的法律条
文提前规定了所属权让人不舒
服。这件事先把房产证加名问
题解决再谈装修吧。我相信若
证上名字是俩人，那个女方也
不介意拿钱装修。

@李亭亭：其实很简单，既
然没考虑离婚，把房产证加上
女方名字不就所有的事情就都
解决了吗？如果不同意，说明还

是想着以后离婚会分割房产，
所以就不要拿感情说事。

@丁芃：这个问题解决的
办法很简单，如果房产证上写
的是两个人的名字，那么房子
就属于共同财产，男方买房，女
方装修，顺理成章。如果男方不
同意在房产证上写女方的名
字，那就说明他心有疑虑，担心
以后会离婚，既然这样那女方
为什么要装修？

@王晓丽：看到这个话题
就好像看到一幕幕悲剧，在这
个物质繁盛婚姻自由的时代，
我们乐在其中，却享受不到古
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种轻
松感，俗话说嫁鸡随鸡，都到了
结婚的地步，还把你的我的分
得那么清，把自己弄的焦虑不
堪，让感情越来越淡，真可悲。

@张春艳：女方可以出钱
装修。在双方婚姻的有效期内，
女方单方面出资，不等于“给
别人装修房子”。男女双方应

在房屋装修前拟定一份协议，
如今后离婚，装修费该如何处
理。

@董光强：如果两人真心
相爱，又何必计较婚前财产；如
果在结婚之前就这么在乎钱的
归属和花费，婚后还不经常为
此事而闹别扭？“房子不是家，
有爱才有家”，请让婚姻回归感
情的本质。

@流年：都是婚姻法新解
释惹得祸！我觉得男方买房，
女方想出钱装修，无可厚非，
不知道她父母反对的理由是不
是担心女儿花钱给别人装修房
子？这么想其实是做了今后女
儿会离婚的假设，出发点就是
错的。

(任洪忠 整理)

男方买房，女方该出钱装修吗

男朋友买房，女方想出钱装修，却遭父母反对。近日，聊城一女
士把苦闷倾诉在网上，引来众多网友热议。网友分两派，一方认为，
房产证没自己名字，相当于给别人装房子；另一方认为，结婚要以感
情为基础，不能开始就想着离。你赞同哪种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