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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不必扎堆！多窗口可办不动产登记证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前一小时上班，周末及中午不休

日日照照银银行行聊聊城城分分行行招招聘聘启启事事

应聘基本条件

岗位需求

招聘流程

注意事项

日日照照银银行行成成立立于于22000000年年1122
月月2288日日，，是是一一家家由由国国有有股股份份、、企企
业业法法人人股股份份及及自自然然人人股股份份共共同同
组组成成的的具具有有独独立立法法人人资资格格的的股股
份份制制商商业业银银行行。。22000066年年引引进进南南
京京银银行行为为战战略略投投资资者者，，开开创创了了
国国内内城城商商行行之之间间战战略略合合作作的的先先
河河。。22000099年年更更名名为为日日照照银银行行，，先先
后后在在青青岛岛、、济济南南、、临临沂沂、、潍潍坊坊、、济济
宁宁、、枣枣庄庄、、威威海海、、烟烟台台、、聊聊城城设设立立
分分行行，，发发起起设设立立济济宁宁高高新新村村镇镇
银银行行。。现现辖辖99家家分分行行、、8855家家支支行行、、
11个个营营业业部部、、11个个小小企企业业信信贷贷中中
心心，，注注册册资资本本3399 .. 3355亿亿元元，，从从业业人人
员员22550000余余名名。。

日日照照银银行行围围绕绕““打打造造精精品品银银
行行，，成成就就百百年年老老店店””的的企企业业愿愿景景，，
坚坚持持““公公平平、、法法正正、、抓抓实实、、创创新新””的的
核核心心价价值值观观，，恪恪守守““质质量量为为本本、、稳稳
健健经经营营、、不不求求做做大大、、但但求求做做精精””的的
经经营营理理念念，，树树立立““立立足足地地方方经经济济、、
支支持持中中小小企企业业、、服服务务广广大大市市民民””
的的市市场场定定位位，，全全力力打打造造““本本土土最最
好好的的银银行行””““百百姓姓最最近近的的银银行行””

““区区域域精精品品银银行行””，，先先后后获获得得““全全
国国文文明明单单位位””““全全国国青青年年文文明明号号””

““全全国国工工人人先先锋锋号号””““中中国国银银行行业业
文文明明规规范范服服务务千千佳佳示示范范单单位位””

““厚厚道道鲁鲁商商品品牌牌企企业业””等等荣荣誉誉。。
日日照照银银行行聊聊城城分分行行成成立立于于

22001188年年1122月月55日日。。自自成成立立以以来来，，始始
终终秉秉承承““立立足足地地方方经经济济、、支支持持中中
小小企企业业、、服服务务广广大大市市民民””的的市市场场
定定位位，，合合规规经经营营，，稳稳健健发发展展，，积积极极
拓拓展展发发展展空空间间和和服服务务领领域域。。为为满满
足足业业务务发发展展需需要要，，现现招招聘聘专专业业人人

才才，，真真诚诚欢欢迎迎敢敢于于接接受受挑挑战战、、德德
才才兼兼备备的的人人才才加加盟盟，，展展示示才才智智，，
共共创创未未来来！！

((一一))能能够够自自觉觉遵遵守守国国家家法法
律律、、法法规规和和银银行行业业监监管管各各项项政政策策
规规定定，，认认同同日日照照银银行行企企业业文文化化；；

((二二))诚诚实实守守信信，，爱爱岗岗敬敬业业，，
品品行行端端正正，，身身体体健健康康，，无无不不良良记记
录录；；

((三三))工工作作尽尽职职尽尽责责，，具具有有较较
强强的的事事业业心心、、责责任任心心和和团团队队合合作作
意意识识，，具具备备一一定定的的抗抗压压能能力力，，心心
理理素素质质强强；；

((四四))大大学学本本科科及及以以上上学学历历，，
金金融融、、经经济济、、财财务务管管理理、、法法律律、、统统
计计、、审审计计等等相相关关专专业业；；

((五五))具具备备岗岗位位所所需需能能力力条条
件件，，胜胜任任岗岗位位工工作作要要求求，，能能够够按按
照照要要求求完完成成工工作作；；

((六六))无无日日照照银银行行规规定定的的任任
职职回回避避情情形形。。

((一一))公公司司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应应聘聘要要求求：：全全日日制制大大学学相相关关

专专业业本本科科及及以以上上学学历历，，年年龄龄3355周周
岁岁以以下下，，22年年以以上上银银行行相相关关岗岗位位
工工作作经经历历，，11年年以以上上银银行行公公司司业业
务务岗岗位位经经历历，，熟熟悉悉银银行行存存贷贷款款业业
务务、、票票据据业业务务和和公公司司类类金金融融业业务务
产产品品，，具具备备独独立立的的行行业业或或客客户户分分
析析能能力力，，具具有有较较强强的的公公司司业业务务市市

场场拓拓展展能能力力和和较较丰丰富富的的客客户户资资
源源

工工作作地地点点：：聊聊城城市市区区、、茌茌平平
((二二))个个人人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应应聘聘要要求求：：全全日日制制大大学学相相关关
专专业业本本科科及及以以上上学学历历，，年年龄龄3322周周
岁岁以以下下，，22年年以以上上银银行行相相关关岗岗位位
工工作作经经历历，，熟熟练练掌掌握握银银行行零零售售业业
务务产产品品销销售售技技巧巧，，有有较较强强的的业业务务
拓拓展展能能力力和和客客户户沟沟通通能能力力，，形形象象
好好，，有有亲亲和和力力，，热热爱爱营营销销工工作作，，具具
有有较较强强的的个个金金业业务务市市场场拓拓展展能能
力力和和较较丰丰富富的的客客户户资资源源。。

工工作作地地点点：：聊聊城城市市区区、、茌茌平平
((三三))小小微微客客户户经经理理

应应聘聘要要求求：：全全日日制制大大学学相相关关
专专业业本本科科及及以以上上学学历历，，年年龄龄3322周周
岁岁以以下下，，33年年以以上上银银行行工工作作经经验验，，
熟熟悉悉银银行行小小微微业业务务及及小小微微金金融融
产产品品，，具具备备独独立立的的行行业业或或客客户户分分
析析能能力力。。

工工作作地地点点：：聊聊城城市市区区
((四四))中中后后台台管管理理岗岗

应应聘聘要要求求：：全全日日制制大大学学相相关关
专专业业本本科科及及以以上上学学历历，，年年龄龄4400周周
岁岁以以下下，，33年年以以上上金金融融或或相相关关岗岗
位位工工作作经经验验，，可可以以熟熟练练运运用用办办公公
软软件件；；具具有有良良好好的的写写作作能能力力及及宣宣
传传能能力力；；具具有有交交易易银银行行、、公公司司业业
务务、、零零售售业业务务、、风风险险管管理理、、法法律律合合
规规((须须取取得得律律师师执执业业证证书书))、、新新媒媒
体体运运营营等等相相关关岗岗位位工工作作经经验验；；综综
合合素素质质较较好好，，具具有有较较强强的的研研究究分分
析析、、文文字字综综合合、、沟沟通通协协调调和和开开拓拓
创创新新能能力力，，有有团团队队合合作作精精神神。。

工工作作地地点点：：聊聊城城市市区区

((五五))大大堂堂经经理理
应应聘聘要要求求：：全全日日制制大大学学相相关关

专专业业本本科科及及以以上上学学历历，，年年龄龄3300周周
岁岁以以下下，，22年年以以上上金金融融从从业业工工作作
经经验验，，熟熟悉悉银银行行零零售售业业务务产产品品和和
结结算算流流程程，，形形象象好好，，有有亲亲和和力力。。

工工作作地地点点：：聊聊城城茌茌平平
((六六))理理财财经经理理

应应聘聘要要求求：：全全日日制制大大学学相相关关
专专业业本本科科及及以以上上学学历历，，年年龄龄3300周周
岁岁以以下下，，22年年以以上上银银行行相相关关岗岗位位
工工作作经经验验；；具具备备理理财财从从业业资资格格，，
熟熟悉悉银银行行零零售售业业务务流流程程，，具具有有丰丰
富富的的零零售售业业务务产产品品知知识识，，良良好好的的
客客户户沟沟通通和和分分析析策策划划能能力力，，有有金金
融融注注册册理理财财师师AAFFPP或或CCFFPP证证书书
者者优优先先。。

工工作作地地点点：：聊聊城城茌茌平平
((七七))综综合合柜柜员员

应应聘聘要要求求：：
11 ..应应届届毕毕业业生生：：全全日日制制大大学学

本本科科及及以以上上学学历历，，专专业业不不限限，，
22002200年年应应届届高高校校毕毕业业生生、、22001199届届
有有就就业业意意愿愿的的离离校校未未就就业业的的高高
校校毕毕业业生生。。

22 ..社社会会招招聘聘：：全全日日制制大大学学本本
科科及及以以上上学学历历，，年年龄龄2288周周岁岁以以
下下，，形形象象好好、、语语言言表表达达能能力力强强，，有有
22年年以以上上银银行行柜柜面面工工作作经经验验，，具具
有有相相关关会会计计、、人人民民币币反反假假等等从从业业
资资格格证证书书。。

工工作作地地点点：：聊聊城城茌茌平平

((一一))职职位位申申请请：：本本次次社社会会招招

聘聘全全权权委委托托专专业业公公司司开开展展，，请请应应
聘聘者者登登录录rriizzhhaaoobbaannkk..zzhhaaooppiinn..ccoomm，，
在在线线填填写写个个人人简简历历，，申申请请应应聘聘职职
位位，，职职位位申申请请截截止止时时间间为为22002200年年
1111月月3300日日。。

((二二))笔笔试试、、面面试试、、体体检检时时间间
另另行行通通知知。。

((一一))应应聘聘人人员员填填报报的的简简历历，，
内内容容要要求求真真实实、、完完整整、、有有效效，，如如与与
事事实实不不符符，，本本行行有有权权取取消消其其录录用用
资资格格。。

((二二))综综合合素素质质特特别别优优秀秀者者，，
条条件件可可适适当当放放宽宽。。

((三三))应应聘聘人人员员材材料料将将慎慎为为
保保管管，，代代为为保保密密，，恕恕不不退退还还。。

((四四))本本次次招招聘聘不不指指定定考考试试
辅辅导导用用书书，，不不委委托托任任何何机机构构举举办办
考考前前辅辅导导培培训训班班。。如如社社会会上上出出现现
任任何何以以日日照照银银行行名名义义发发行行的的出出
版版物物、、举举办办的的辅辅导导培培训训班班，，均均与与
本本次次招招聘聘无无关关。。

联联系系人人及及联联系系方方式式
刘刘经经理理1188666633887799996677

本报聊城9月3日讯(记者 国
晓宁) 近日，抖音号“vip0635”发
布一段视频显示：聊城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有连夜扎堆排队的现
象。9月3日下午，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在聊城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看到，门口和大厅里已经没有
了排队扎堆现象，前来办理不动
产登记证的市民秩序井然。

聊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8月份确实出现了很
多市民前来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

情况，但没有连夜排队的现象。为
了应对这种情况，工作人员有时
下午6点半还不下班，加紧为市民
办理业务。

该负责人介绍，出现这种情
况有三个原因，一是聊城市住建
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从今
年4月份开始采取周调度、周例
会、周通报，重点项目采取日调度
制度，大大加快了遗留问题工作
推进。截至8月25日，已化解完成
聊城市城区118个项目历史遗留

问题，项目化解完成率98 . 33%，
建筑面积963 . 03万平方米，78862
户居民具备办理不动产证条件。

二是聊城创新推进不动产权
证办理工作，推行不动产契税消
费券活动，在全市引起了较大反
响，截至7月10日全市生成消费券
892万元。2020年6月13日至2020
年12月31日成功办理完增量房
(一手房)不动产证，原则上按照
缴纳契税金额的10%自动发放消
费券。权利人成功领取消费券后，

90日内可到指定商家消费，不动
产契税消费券无消费门槛和使用
张数限制。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契税法》将从2021年9月1日起施
行，其中第三条规定契税税率为
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但个别市
民谣传2020年9月1日起实施。这
三种因素叠加起来导致8月份办
理不动产登记证的人比较多。

针对此种情况，聊城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积极采取措施应对，
在办事大厅门口张贴温馨提示，

提示市民合理安排办理不动产
登记证时间，错峰办理，并且提
醒市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
法》实施时间为2021年9月1日。
聊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正常开
门时间为上午8时30分，现在提
前到上午7时30分，中午、周六、
周日不休息。聊城高新区、度假
区、开发区、东昌府区行政服务
大厅都开设了不动产登记窗口，
大大缓解了聊城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的压力。

规范提升月活动开展以
来，聊城开发区进一步传导压
力，压紧压实乡镇(街道)党委
书记脱贫攻坚第一责任人的

责任，对照提升标准，自抬标
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补齐
短板弱项。紧盯“收入和两不
愁三保障(饮水)”薄弱环节持

续加大工作力度，对于各种问
题进行跟踪问效，强化督导反
馈，确保条条有整改、件件有
落实。

聊城开发区严格质量标准抓提升

聊城高新区韩集镇刘高
村有2 2个贫困户，贫困人口
33人。去年以来，刘高村为其
中 5个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申请了公益岗位，负责打扫
村内的公共卫生，每人每月
150元至300元，资金来源是村
内光伏和扶贫大棚的收益。

现在，这5个贫困户每天将村
内的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
成为刘高村一道亮丽的风
景。

聊城高新区韩集镇：扶贫公益岗，亮丽风景线

近年来，聊城高新区卫计
局根据扶贫部门的动态调整数
据，核实核准患病贫困人口身

份信息和疾病信息，及时纳入
健康扶贫信息系统管理。做好
信息录入及有关信息变更调

整，做到患病贫困人口身份信
息、疾病信息、救治信息、工作
进度、工作成效“五个清楚”。

聊城高新区：建立贫困群众健康扶贫数据库

聊城高新区韩集镇整合11村的
扶贫资金330万元，在后姜村汇诚农
业产业园建设22个冬暖式大棚，种

植礼品西瓜、西红柿等作物，每年按
8%收益，每年可为贫困户分红26 . 4
万元。

聊城高新区：扶贫大棚成贫困户"绿色银行"

今年以来，聊城开发区规范做
好扶贫项目收益分配工作，确保项
目收益精准对接贫困户。今年以
来光伏项目形成的收益，80%以上
用于172名贫困人口公益岗位工资
支出和参加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

临时性劳务费用支出，其余产业
扶贫项目形成的收益，根据实际
确定帮扶贫困人口和留存村集体
比例，并严格按照“村提方案、镇
级审核、区级备案”的流程分配使
用。

提升扶贫项目收益管理水平

今年以来，聊城开发区严格按
照年初制定的产业扶贫项目建设进
度，克服高温多雨等不利天气影响，督
促项目实施单位按照既定的时间节

点抓紧推进，同时按照《产业扶贫项目
管理工作模板》流程实施项目，并加强
过程监管力度，目前，全区产业扶贫项
目已经完成，正在组织验收。

聊城开发区提升年度项目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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