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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需要，长沙市天心区工务局公开招聘工作

人员 6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职位
工程管理岗人员 3名
报建岗人员 2名
工程造价岗人员 1名
二、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身体健康，五官端正；

3、具备报考岗位所需的专业及其他条件。

（二）岗位条件

1、工程管理岗人员：

房建人员 2名：男性，年龄 50周岁以下。学历及专

业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工民建、给排水、暖通工程、

电气、水电安装等相关专业，有 3年本专业工作经验。

具有相应专业国家级注册资格或高级职称（不含二级

注册资格、省级注册资格证等）优先；

工程管理人员 1名：女性，年龄 25-36岁周岁，

学历及专业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工程相关专

业，有较强的文字功底，熟悉使用 office系列办公软

件，有一定办文、办会、办事经验。

2、报建岗人员 2人：年龄 22-35周岁，学历及专

业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熟悉工程相关专业知识，有

较强协调能力及文字功底。有报建经验者优先。

3、工程造价岗人员 1人：年龄 28-36周岁。学历

及专业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工程经济、工程

造价、工程造价与管理等专业毕业，有 5年本专业工

作经验。具有注册造价师证者优先。

三、招聘程序
招聘程序分为报名、笔试、面试、考察、体检、公

示。

（一）报名

1、现场报名

报名时间：2017年 9月 11日 -9月 15日。

报名人员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

相应的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个人履历，工

作证明，个人近期 1寸同底免冠照片 2张。资格初审

合格者，填写《报名登记表》。

报名资格审查地点：长沙市湘府中路 298号天心

区政府机关大院工商大楼 5楼 505室（刘家冲路 19

号）。联系人：覃静，联系电话：85899657。

（二）笔试

报名资格审查合格者，以短信或电话的形式通知

考生参加笔试。计划数与报考人数的比例不得小于 1:

4（含 1:4），达不到该比例的，可调整招聘计划数。笔试

内容为专业知识，满分 100分，笔试不指定复习用书。

笔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笔试当天未按时到达笔试

地点的，视为放弃笔试。

（三）、面试

1、面试满分 100分。采取半结构化形式面试。按

笔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按照招聘计划数 1：3比例进

入面试。面试前有考生放弃面试的，按笔试成绩从高

到低依次递补（递补只进行一次）；面试时间、地点另

行通知，面试当天未按时到达面试地点的，视为放弃

面试。

2、面试成绩低于 75分（含 75分）的考生不进入

考察程序，可在面试成绩达合格分数线以上的考生中

按综合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递补（递补只进行一次），

综合成绩相同时，笔试成绩高者入围。

（四）考察及体检

按笔试占 40%，面试占 60%的比例折算综合成绩

（分数保留小数点后 2位，四舍五入），根据综合成绩

从高分到低分等额确定考察人选。考察合格后组织

体检，体检标准按照新进人员入职体检标准进行，费

用自理。放弃体检或体检不合格的，按照综合成绩由

高到低依次递补，只递补一次。

（五）公示和聘用

经考察及体检合格无异议的人员确定为聘用对

象，拟聘用人员名单在天心区公众信息网进行公示，

公示期为 7天。聘用对象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

入职手续。聘用人员行试用期制，试用期 2个月，试用

期满经考核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合同。

四、待遇
工资待遇参照《天心区区属政府性投资公司编外

聘用人员薪酬规范及选聘实施办法》实施，并依法购

买五险一金。

长沙市天心区工务局

长沙市天心区工务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招聘
单位简介

山河智能装备集团创始于 1999年，以上市公司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简称：山河智能;证券代码：002097)为核心企业，以长沙为总

部，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工程机械为核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内外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集团，跻身于全球工程机械企业 50强，世界挖掘机

企业 20强。
在集团创始人何清华教授的带领下，以产学研一体化为典型特色，依

靠“先导式创新”模式，以差异化竞争实现跨越式发展。集团总资产超过 70
亿元，已在大型桩工机械、全系列挖掘机、现代凿岩设备、矿业装备、起重

机械、液压元器件、军用工程机械和通用航空设备等十多个领域，成功研
发出上百个规格型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高品质、高性能

工程装备产品。
公司获得“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

家创新型企业”、“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家 863成果产业化基地”、“国
家工程机械动员中心”、“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等称号。

加入山河智能，你将获得：
●无限的发展空间
公司崇尚重事业驱动、重团队精神、重实际能力的用人理念。

层级跨越的晋升方式，为适合的人才提供平台。
●优厚的薪酬待遇
公司建立了完整的薪酬体系，将为员工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平台和

激励性报酬。
公司薪酬由基础工资、岗位工资、绩效津贴、工龄工资、特殊补贴、其

他奖励等组成。
●完善的福利保障
公司为员工办理五险一金，发放节日物资(春节、端午、中秋、司庆等节

日物资)、大事福利(结婚、丧葬、生育、大病礼金等)以及其他各项福利(体
检、工作餐、防暑降温等各项福利。

E-mail：hr@sunward.com.cn 联系人：文小姐 电话:0731-83572680 通信地址：长沙经济开发区漓湘中路 16号
其他说明：五险一金、年度体检、餐费补贴、班车接送、节假日福利、带薪年休假等。

招聘职位
职位名称 工作地点 招聘人数
工时定额工程师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1人

营销代表 湖南省 30人
委派财务经理 湖南省 3人

配件计划员 湖南省 1人
动力工程师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1人
起重机服务人员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1人
起重机营销人员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2人

融资经理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2人
焊接工艺工程师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1人

装配工艺工程师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1人
服务工程师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15人
硬件设计工程师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1人
驻外仓管员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1人

设备工程师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1人
电气设计工程师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2人

电子软件工程师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1人
国际营销经理(南美区)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2人
机械设计工程师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2人
加工中心操作工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5人

国家经理(土耳其)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1人
国际营销经理(泰语)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1人

国际营销经理(韩国)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1人
液压设计工程师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1人
市场调研专员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2人
国际营销经理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8人

机加工艺工程师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1人
装配检验员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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