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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聘基本条件
（一）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经济、市场营销类等

相关专业（优秀人员招聘条件可适当放宽）；
（二）诚实守信，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职业道德，无

不良记录，与本行员工无直系亲属关系；
（三）身体健康，立志长期在中国光大银行桂林支行发展。
二、招聘岗位及应聘条件
（一）风险管理部总经理：1 名
1 .35 周岁（含）以下，具备 5 年以上银行从业经验，其

中 2 年以上公司及零售业务授信工作经验，熟悉并掌握
同业金融产品及政策。

2 . 熟悉当地市场经济，善于学习掌握财经政策，金融
政策，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表
达能力，能够制定统筹工作计划和目标，以及制定具体的
工作措施。

（二）公司业务管理部总经理：1 名
1 .35 周岁（含）以下，具备 5 年以上银行从业经验，其

中 2 年以上公司业务工作经验，熟悉并掌握金融产品。

2 . 熟悉当地市场且有较强的市场拓展能力、组织管
理能力。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能够制定统筹
工作计划和目标，以及制定具体的工作措施。

（三）支行副行长:3 名（分管公司或零售）
1 .35 周岁（含）以下，具备 5 年以上银行从业经验，其

中 2 年以上网点管理岗位或公司/零售业务工作经验（有
丰富社会资源、综合素质优秀的条件可适当放宽）。

2 . 熟悉当地市场且有较强的市场拓展能力、组织管
理能力。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能够制定统筹
工作计划和目标，以及制定具体的工作措施。

（四）客户经理：6 名（对公客户经理 3 名，零售客户经
理 3 名）

1 .35 周岁（含）以下，具备 2 年以上银行从业经验，具
有公司/零售类产品营销相关岗位工作经验（优秀人员招
聘条件可适当放宽）。

2 . 熟悉当地市场且有较强的客户营销和拓展能力，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三、报名方式

（一）符合条件的应聘者下载或扫描二维码后填写
(https://share.weiyun.com/5a0tto9)《中国光大银行南宁
分行应聘人员登记表》，发送至电子邮箱guilinguangda@
163.com,邮件主题为：“姓名+应聘岗位”。

电话：0773-2880298 2880260
二维码：

（二）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 3月 17日
四、其他注意事项
（一）经初审符合条件者，我行将通过

电话、短信等方式与应聘者联系。初审未
通过的应聘者，不再另行通知，其应聘材料我们将代为保
密，恕不退还。

（二）本次招聘将通过简历筛选、面试、体检及背景调
查等程序，择优确定录用人选；应聘者一经录用，与中国光
大银行南宁分行签订劳动合同。

期待您的加盟！是金子总会发光，发出夺目的光！加入
光大，能发光更强大！

中国光大银行桂林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桂林支行诚聘英才
中国光大银行（股票代码：601818）成立于 1992年 8月，是一家国有控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在北京。桂林支行是中国光大银行南宁分行设在广西桂林的异地支行，按照中国光

大银行的二级机构管理。秉承“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的经营理念，桂林支行积极构建富有竞争力的体制机制、开拓创新的金融产品、优质高效的阳光服务和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各项业务稳
健并快速发展，自 2010年 10月 22日成立以来，桂林支行主要经营指标均位于本地股份制银行前列。

为满足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中国光大银行桂林支行特面向社会招聘一批有志于金融事业、勇于开拓、德才兼备的有识之士加盟，我们将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待遇及广阔的事业成长空间。

儿子出生之后身患重病 几经治疗走到紧要关头

妈妈“割肝救子”与你“同肝共苦”
2 月 14 日是情人节，很多情侣在这一天用“同甘共苦”的诺言来表达深情。对于

荔浦的“90 后”妈妈韦翠元而言，这一天的意义更加特别：当天，她选择与不到 10 个
月大的儿子小源源“同肝共苦”——— 把自己五分之一的肝脏移植给儿子，让他重获新
生。

目前，术后的韦翠元和小源源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后续的治疗。在这
持续阴冷的天气里，一段割肝救子的感人故事，让所有知情的人都觉得温暖和感动。

21 日，记者电话联系了韦翠元，听这位母亲讲述自己割肝救子的经过。

“ 90 后”的韦翠元是荔浦双江镇同
福村广渡屯人。 2018 年 4 月 22 日，韦
翠元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儿子小源源。不
过，沉浸在喜悦中的一家人，万万没有想
到，小源源来到这个崭新的世界没多久，
身体就出现了状况。

“儿子出生不到 24 小时，医生就发
现他黄疸严重，精神不佳并伴有呕吐，马
上转到儿科进行治疗。”韦翠元说，儿子
出生一周后辗转了广西的几家医院，最后
在上海的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确诊为胆
道闭锁。 2018 年 6 月 14 日，医生为小
源源进行了葛西手术，这是目前对胆道闭
锁患儿早期应用最广泛且疗效较好的治疗
手段。

不过，小源源术后的恢复情况并不怎
么乐观，而且退黄较慢。三个月后复查，
韦翠元从医生口中得知，小源源已经出现
了肝硬化和静脉曲张的紧急情况。记者翻
看韦翠元的朋友圈看到，今年 1 月 13 日的
照片中，小源源脸色很黄，乍看之下，分
明就是一个“小黄人”。

今年 1 月 20 日前后，小源源又出现
了高烧不退且呼吸急促的症状。联系医生
后，韦翠元和丈夫刘青松带着儿子赶往广
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外科。一系
列检查显示，小源源的身体壮况不容乐
观。医生下了“最后通牒”，希望对小源
源进行肝移植手术，刻不容缓。

“我的孩子一出生就受到病痛折磨，
现在还要进行肝脏移植，这个消息让我和
全家人都无法接受。”韦翠元说，儿子出
生后，小小的身体就接受了各种治疗，但
他总是很乖，很少哭闹。说起儿子出生后
的种种，韦翠元在电话那头声音哽咽。

经过与医生交流，韦翠元得知，要想
救孩子，让孩子尽快恢复健康，肝脏移植
是最好的选择。此外，正常成人的肝脏切
割掉一部分后，对于身体有一定的影响，
但只要注意休养，肝脏仍会和原先一样正
常工作。

“我是孩子的妈妈，无论发生什么，
我绝对不会放弃对儿子的治疗。何况割了
一部分肝脏，对于我本人的健康并无多大
影响。”韦翠元说，与家人商量决定给孩
子做移植手术后，她冲在丈夫前面去做了
肝移植配型。因为夫妻双方都去配型，费
用要多花一万多元钱，韦翠元想把这些钱
节省下来，做孩子的后续治疗之用。

韦翠元与小源源的肝移植配型很成
功，手术前，小源源的身体状况也很不
错。

2 月 14 日 8 点，韦翠元和儿子小源源
一起被推上了手术台，进行亲体肝脏移植
手术。当天下午 5 点多，进行肝脏切割手
术的韦翠元被顺利送出了手术室。当晚 10
点多，小源源也顺利结束了肝脏移植手
术。

就在这一天的手术前，韦翠元在自己
的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写有“加油宝贝”
字样的漫画鼓励自己和孩子，并写了一段
话： 2019 年 2 月 14 日，这是一个特别的
情人节，今天过后，我和我的小情人将
“同肝共苦”，宝贝也将健康快乐成长。
宝贝加油，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亲体肝脏移植手术进行得很成功，韦
翠元五分之一的肝脏顺利移植给了小源
源。目前，小源源仍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接
受治疗，韦翠元也在进行术后的相关治疗。

肝脏移植需要一笔不低的费
用。而小源源在出生之后几经手
术治疗，费用已经让韦翠元和家
人倍感压力。在采访的过程中，
韦翠元多次强调，在救治儿子的
过程中，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和陌
生人无私地给予他们帮助，才让
他们顺利走到现在。

韦翠元告诉记者，在荔浦老
家，一家人靠丈夫刘青松做事维
持生计，她自己做全职太太在家
照顾孩子，经济条件一直都不怎
么好。截至目前，救治儿子小源
源，已经花费了 25 万元左右。
其中， 16 万元是向亲友们借
的，其余的有很大一部分是爱心
人士捐助的。

韦翠元给记者发了一个标题
为“9个月的宝宝，需要肝移植，
恳求大家救助”的轻松筹链接。她
说，几十万元的治疗费已经让全
家人没有了任何办法，无奈之下
才向社会求助。轻松筹上的求助
链接，经过家人和朋友们转发后，
得到了4066次帮助，共筹款六万
六千多元，目前已经提取出来作

为小源源的救治费用。
“在求医的过程中，有些陌

生人知道了我家小源源的病情，
纷纷给予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我
衷心地感谢他们。”韦翠元说，
肝脏移植后，小源源还需要昂贵
的排异药来维持，费用仍是一大
难题，“我们会继续想办法，同
时也恳请社会上更多的爱心人
士，能够伸出援手，帮助小源源
渡过难关。”

21日下午，记者从广西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外科了解
到，手术后小源源一直在该院的
儿科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因
为主治医生忙于手术无暇接受采
访，小源源的具体情况暂时无法
了解更多。

19日，韦翠元在朋友圈发了
一张图片，图片上是她经历手术
后有些瘀青的一只手臂。她写
道：“我都这么痛，宝宝承受的
更多，我的小勇士，你就是妈妈
的动力，妈妈陪你一起加油！”

记者秦丽云

1 儿子刚出生就身患重病

2 母亲毅然“割肝救子”

3 爱心人士伸出援手

2018 年 10 月下旬，韦翠元和小源源合影。（韦翠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