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寿集团2019年度春季校园

招聘启事
一、公司简介
中国人寿是国有大型金融保险企业，2018

年位列《财富》世界 500 强第 42 位。2017 年末
合并总资产 3.6万亿元，营业收入 8125亿元，投
资资产 3.4 万亿元，实现投资收益 1709 亿元。
成功投资中国联通、京东、蚂蚁金服等一批重点
项目。旗下有寿险、资产、财险、养老险、电子
商务、海外、国寿投 7家子公司和保险学院 1家
附属院校，是广发银行单一最大股东。

二、福利待遇
除具备竞争力的薪酬外，还有六险二金、

午餐补贴、健康体检、补充医疗、意外保险、带
薪年假等。

三、招聘需求
四川省公司本部及所辖 18 家市、州分公

司及各县（区）支公司管理类岗位，共计招聘
229 人，其中遂宁招聘 14 人。主要包括人力
资源与综合行政、销售管理、客户服务、教育
培训等各类岗位。

本次招聘录用人员全部为公司正式在编
劳动合同制员工，签订全国统一版本的劳动
合同。到县支公司工作的员工还将享受每月
800 元-1000 元的专项基层补贴。

四、招聘范围：
2019 年全日制统招应届本科及以上学历

毕业生（重点是医学、药学、金融、保险、财
经、信息技术、汉语言文学等专业），申报除到
县支公司岗位，学历可以放宽到全日制大专。

五、招聘流程
（一）在线申请：2019年 3月 18日至 3月 29

日网上简历投递，“中国人寿招聘”公众号及中
国人寿各成员单位官网均可进入投递页面：
http://www.chinalife.com.cn/zhuzhan_old/zhaopin

每位应聘者可填写 3 个志愿，更多招聘详
情，敬请关注“中国人寿招聘”公众号。

中国人寿招聘
（二）简历筛选：2019 年 3 月 30 日前简历

筛选。

（三）笔试：2019 年 4 月 5 日前分批线上笔

试，将通过电话、短信、邮件通知。

（四）面试：2019 年 4 月 12 日前集中面试。

（五）体检及录用签约：2019 年 4 月 30 日

前分批体检及发放录用通知、签订就业协议。

“关键一投，决定未来”，中国人寿集团诚挚期

待您的加入，我们愿同您一起共筑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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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卫生

执法现场
专项检查集中整顿

3 月 14 日上午，市卫监支队对市城区多

个中医养生馆、药店、健康体验中心、美容会

所、鼻炎馆等机构进行现场专项整治。对具

有虚假、夸大宣传、暗示或宣传保健品、消毒

用品治疗效果，违法违规经营保健品销售、

非法行医等行为了现场抽查。

“你好，我是市卫监支队执法人员，这是

我的证件。今天依法对你们进行现场检查，

请你们配合工作。”在金港名都小区内的某

药店，执法人员抽查发现多个疑似存在夸大

疗效说明的非药品销售产品。“所谓的适应

范围，是针对药品的才能说是适用范围，你

这个是消毒产品，包装盒上写的对各种急

性、慢性皮炎，湿疹，这些内容该不该打嘛？

白色糠疹、皮肤过敏，皮肤瘙痒、肛门瘙痒、

手足癣，这些能够打吗？”对于发现的问题，

执法人员立即与药店负责人进行了释理明

法，并立即登记待查，要求药店负责人及时

提供产品相关索证资料。

整治成效
治理乱象初显成效

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自今年 2 月份

我市启动“春雷行动 2019 暨整治‘保健’市

场乱象百日行动”以来，市卫健委庚即制定

了“百日行动实施方案”，并通知辖区内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全面开展自查清查工作。2 月

10 日，市卫健委正式启动为期近 2 个月的

“保健”市场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严厉打

击各类违法违纪行为，严肃治理辖区内“保

健”市场乱象，确保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

效。截至 3 月 10 日，市卫监支队共出动执法

人员 84 人次，检查医疗机构 20 家，检查社

区、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3 个，检查宾

馆、酒店等重点场所 9 个，检查养生保健按

摩机构 21 家，开展宣传活动 2 次，发放养生

保健按摩机构卫生法律法规宣传单 109 份，

检查消毒类产品经营企业 2 家，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 1 件，处没罚金 3000 元。

市卫健委副主任李友军表示，集中开展

对保健品的专项整治，其目的就是要求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不得宣传、销售保健品，各种

保健品的宣传不得从事非法的行医活动，不

得以消毒产品冒充药品，冒充其他产品。并

提醒广大人民群众，保健品具有一定的保健

作用，但不可替代药品，广大市民应理性对

待保健品。

（全媒体记者 黄尧）

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初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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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整治重点
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

《方案》明确了此次专项监督的重点行

业及领域、重点场所及区域和重点监督情

形。通过严厉打击“保健”产品（服务）市场

的虚假宣传、虚假广告、传销、制售假冒伪劣

产品等扰乱市场秩序、欺诈消费者等各类违

法犯罪行为，集中查办、曝光一批违法犯罪

典型案件，形成高压态势，有效遏制“保健”

市场乱象，探索建立长效机制，进一步规范

“保健”市场秩序。

此次专项监督重点对与人民群众日常消

费密切相关的食品（保健食品），宣称具有

“保健”功能的日用消费品、日用家电、穿戴

用品等各类器材、用品、用具等，声称具有

“保健”功效的服务等行业及领域。对存在

会议营销活动的宾馆酒店，容易发生“保健”

市场推销活动的社区、公园、广场、车站、码

头等人员密集场所，销售对象主要为老年、

病弱群体的“保健”类店铺，旅游景点、农村

场镇、农村集市、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场所及

区域对进行整治。

同时，检察机关将对虚假宣传、虚假广

告、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犯罪；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涉“保健”产品（服务）民事行

政诉讼监督案件。对在履行检察职责过程

中发现的因虚假宣传行为查处、重点领域广

告监管、保健食品整治、违规直销和传销行

为查处等方面法律法规落实不力，损害国家

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等开展重点监

督。

明晰职责分工
形成工作推进合力

根据《方案》检察机关重点对扰乱“保

健”市场秩序的犯罪案件依法快捕快诉，加

强涉嫌扰乱“保健”市场秩序犯罪案件建议

移送工作和立案监督工作；加强对涉“保健”

产品（服务）的民事诉讼案件的监督，对应立

案不立案，行政机关干扰立案的情况进行重

点监督纠正；对“保健”市场领域中的公益受

损线索及时审查立案，建议督促市场监管部

门依法履行职责等。

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查处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商业宣传行为、“保健”市场领域的违法

广告行为、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无证无照经

营、价格违法行为等，重点查处“保健”市场

领域中的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无证无照经

营、价格违法行为等，积极开展消费维权，严

厉打击故意拖延或无理由拒绝消费者合理

要求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涉嫌犯罪案件线

索的移送工作等。

公安机关重点打击“保健”产品（服务）
市场的虚假宣传、虚假广告、传销、销售假冒
伪劣产品等扰乱市场秩序、欺诈消费者等各
类犯罪行为，依法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对
涉嫌犯罪人员可能逃匿，销毁证据，转移或
隐藏涉案财物的，应当依法采取紧急措施。
充分行使侦查权，发现市场监管部门不移送
或者不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公安机关
应当主动开展调查工作，依法进行立案审
查。

同时《方案》还对强化案件和线索双向

移送、加强案件查办协作配合、积极参与社

会治理，共同推动“保健”市场领域制度建

设、工作创新和监管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明确

规定。

（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

【基本案情】

严某经人介绍与孔某相识后同居，2011

年 1 月在蓬溪县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2012

年 1 月，严某购买双色球复式彩票中奖 669

万元，扣税后实得现金 535.2 万元。2014 年 9

月，严某又与倪某举行婚礼并生育一女，蓬

溪法院判决严某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严某与孔某为离婚财产分割等问题，形

成纠纷。2016 年 4 月 5 日，蓬溪县人民法院

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离婚；大众迈腾

轿车一辆、大众捷达轿车一辆、位于郫县犀

浦镇某小区住房一套归孔某所有；严某支付

孔某补偿款 70 万元。严某不服上诉到市中

级人民法院，2016 年 7 月 29 日，市中级人民

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判决。

【执行情况】

判决生效后，严某未主动履行义务，孔

某于 2016 年 9 月向蓬溪县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立案后，蓬溪县人民法院督促严某

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严某就交付大

众捷达轿车一辆及支付补偿金 70 万元仍未

履行。严某购买彩票中奖扣税后实得现金

535.2 万元，有能力履行但拒不履行，其行为

涉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蓬溪县人

民法院将该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随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依法对严某采取

强制措施。在此期间，被执行人严某仍未履

行。2018 年 6 月 27 日，蓬溪县人民法院根据

公诉机关的指控，作出刑事判决书，以拒不

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严某有

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典型意义】

该案被执行人严某从一开始购买双色

球复式彩票中奖就开始转移财产，抛妻弃

子在外重婚，对严某重婚的事实，法院依法

作出判决追究了严某的刑事责任，有力的

维 护 妇 女 权 益 ，严 厉 的 打 击 了 重 婚 类 犯

罪。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严某完全有

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

务，行为恶劣，情节严重，法院及时审理，依

法判决，严厉惩治了拒执犯罪行为，切实维

护了司法权威，为今后办理类似案件提供

了借鉴。

（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

全市法院“十大典型执行案例”系列报道⑥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老赖”被判处有期徒刑

我市三部门联合开展专项监督活动

剑指“保健”市场乱象 护航群众消费安全
近日，市人民检察院、

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保
健”市场乱象整治专项监督
活动实施方案》（下称《方
案》），并召开联席会议安排
部署专项活动，拉开全市
“ 保 健 ”市 场 乱 象 整 治 序
幕。据悉，此次“保健”市场
乱象整治专项监督活动将
持续到今年 12月，通过严厉
打击“保健”市场违法犯罪
行为，切实整治“保健”市场
乱象，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
秩序。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术会
在我市举行

本报讯（刘锌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3 月 16 日

上午，由市民康医院（市精神卫生中心）主办的省

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心身疾病与心理治疗的实

践及深入认识”学术会议在东旭锦江国际酒店开

幕，全省从事精神病学与心身医学相关专业医护

人员近 300 人参会。

北京宣武医院、省人民医院、华西医院及市民

康医院等多位专家分别作了《负面情绪与躯体症

状》《浅催眠的应用和现场人格意向及情绪解读》

《心身医学之我见》《心理护理在病房中的运用》

《省医院团体心理治疗现状及探索》《躯体症状的

识别与处理》《躯体形式障碍团体治疗演示》《心

理评估的新进展》《抑郁症规范化治疗》讲座，涉

及到心身疾病与心理治疗的各个方面，有效提高

了医务人员的护理能力和治疗技能。

此次继教培训的召开，对进一步规范我市心

身疾病与心理治疗，稳步推进我市继续医学教育

事业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市中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分设
在我市卫健系统尚属首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3 月 18 日，市

中医院举行干部大会，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蒋

勇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李

道丕主持会议。会议宣布任免通知：何元军担任

遂宁市中医院党委书记，何佳担任遂宁市中医院

院长、遂宁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蒋勇指出，市中医院党政正职的调整，是市

委立足加强党对公立医院的领导，健全现代医院

管理制度，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具体举

措。市中医院作为全市首家实行党委书记和院长

分设的单位，也充分说明了市委对市中医院的改

革发展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

李道丕要求，医院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凝心聚

力抓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勤政廉政守底线。

他希望医院全体干部职工在院领导班子带领下，

以扎实的作风、昂扬的斗志，不断开拓市中医院、

市妇幼保健院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全市医疗

卫生行业树立新的典范，为加快健康遂宁的建设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
益，整治“保健”市场乱象。从今年
1 月 24 日开始，我市开展整治“保
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据了解，2
月 10日至 3月 10日，市卫监支队共
出动执法人员 84人次，检查医疗机
构 20家，检查社区、公园、广场等人
员密集场所 3个，检查宾馆、酒店等
重点场所 9 个，检查养生保健按摩
机构 21 家，开展宣传活动 2 次，发
放养生保健按摩机构卫生法律法规
宣传单 109 份，检查消毒类产品经
营企业 2 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件，处没罚金 3000元。

说到过敏，很多市民想到的就是食物

过敏、粉尘过敏及花粉过敏。事实上，可能

诱发过敏的还有某些水果，如芒果、菠萝、

猕猴桃、菠萝蜜、草莓等。

这些水果可导致过敏
水果过敏是指人体的免疫系统对水果

中的一些蛋白成分发生的过敏反应而导致

的病理损伤。

水果过敏的症状包括轻微型的口腔反

应（发痒、肿痛）以及较严重的全身系统性

反应，包括皮肤症状（局部或全身荨麻疹），

胃肠道（腹部绞痛、腹泻）以及鼻和肺（鼻

炎、咳嗽、哮喘、有严重者甚至呼吸困难）。

据了解，常见的致过敏水果有芒果、菠

萝、猕猴桃、菠萝蜜、草莓。除了以上常见

的水果外，也有一些人会对毛桃、荔枝、香

蕉、杨桃等过敏。

水果过敏常见症状
芒果中含有致敏性蛋白、果胶、醛酸，

会对皮肤黏膜产生刺激从而引发过敏，特

别是没有熟透的芒果，里面引起过敏的成

分比例更高。可能的表现为皮肤出现红

肿、皮疹，口腔起泡，腹泻。

菠萝含有菠萝蛋白酶，这种酶可使胃

肠黏膜的通透性增加，胃肠内大分子异体

蛋白质渗入血流。可能的表现为阵发性剧

烈腹绞痛、呕吐、腹泻，并有皮肤瘙痒、潮

红，四肢及口舌发麻，多汗，荨麻疹等。

水果过敏可这样预防
如果在食用中出现过敏症状，首先应

立即停止继续食用，由于水果过敏多是口

周皮疹，可先用冷水洗净口角、脸部，身体

局部红肿的可酌情冷敷，多喝水，若病情较

为严重应及时就医。出现明显的胃肠道症

状或者哮喘等呼吸道症状，需及时到医院

诊治。

（全媒体记者 黄尧）

水果过敏 你应该知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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