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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聘计划
市工商局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2 名,其中：娄底市消费者

委员会办公室干事 1名、文秘人员 1名。

娄底市消费者委员会
办公室干事 1 人
年龄：30岁以下（1987 年 9月 15日以后出生）

专业：不限

学历：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性别：不限

娄底市消费者委员会
办公室文秘 1 人
年龄：30岁以下（1987 年 9月 15日以后出生）

专业：汉语言文学、秘书学、广播电视编导、广播影视编导、新闻学

学历：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性别：不限

二、报考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3、品行良好;

4、具有报考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5、符合招聘岗位所规定的具体报考条件;

6、身体健康，五官端正。

三、报名与资格审查
1、报名时间：2017 年 9月 15日至 9 月 22日每天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2、报名地点及程序：报名人员到市工商局人事教育科(525 室)报名，领

取《娄底市工商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由用人单位对报考人员资格

进行初审(包括网上毕业证查询)，由市工商局进行资格复审。

3、开考人数比例：每名报考人员只能报考一个岗位。同一岗位招聘计

划与报考人数的开考比例须达到 1:3，达不到这一比例的，则该岗位

不开考，并相应核减招聘计划数。

4、报名要求：报考人员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学历证等相关证件的原

件和复印件、毕业证网上查询单、两张 1寸免冠半身彩色近照现场报

名，另外，有单位的报考人员需持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

5、领取准考证要求：报考人员凭身份证按通知的时间领取，过期未领

视为自动放弃。

四、考试
1、笔试

笔试考一科，为百分制，笔试内容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与《申论》，笔

试时间与地点另行通知。

2、面试

面试满分为 100分，面试人选按招聘计划和参加面试人员 1:2的比例

从报考同一岗位的人员中按笔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笔试成

绩相同出现并列的，均进入面试)。对达不到该比例而出现 1:1的特殊

岗位，须报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后，方可参加面试，但面试

成绩低于 60分(不含 60分)的，不得列为体检对象。

面试为结构化面试，面试成绩按第三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数。面试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五、体检
面试结束后，考生的综合成绩按笔试成绩占 60%，面试成绩占 40%

的比例合成(笔试成绩、面试成绩和综合成绩均按第三位四舍五入法

处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聘人员

计划数 1：1的比例确定体检人选(综合成绩相同的，按笔试成绩从高

分到低分确定)。体检医院按有关规定执行，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

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国人部发[2005]1号)、《关于印发〈公务员录

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的通知》(国人厅发[2007]25号)和《关于修订

〈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

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9号)、《关于印发〈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

手册〉(试行)有关修订内容的通知》(人社部发[2013]58号)等有关规定

执行。如有体检不合格出现空缺的，则从报考同一岗位参加了面试的

考生中按考试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参加体检(每个岗位限

递补 1次)，体检费用由受检人自理。

六、考核
体检合格人员作为综合考核对象，如考核对象因考核不合格出现空

缺，按上述体检递补办法确定体检对象，体检合格后递补为考核对象。

每个岗位递补次数不得超过 1次。考核的重点为思想政治表现、道德

品质、业务能力和工作实绩等情况，考核时并对拟聘人员报考资格条

件进行复审，复审不合格的为不合格对象。同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概

为不合格对象：①受纪律处分在处分期内的;②受刑事处罚的;③因犯

错误曾被工作单位开除公职的;④违反计划生育的;⑤有弄虚作假行

为的;⑥因违法违纪正在被政法机关或纪检监察部门立案审查尚未结

论的;⑦有其它不宜聘用情形的。

七、公示
笔试、面试、体检、考核结束后，由市工商局按考核合格对象确定拟聘

人员。经集体研究后，将拟聘人员名单提交市人社局审查，经审查合格

的拟聘用人员名单须在娄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进行公示，公

示期为 7个工作日，公示不合格或公示后放弃造成招聘计划空缺的不

递补。

八、审批聘用
拟聘人员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按规定程序审批办理相关手续，并按规

定实行试用期，试用期一年，已参加了工作的试用期为三个月，试用期

满合格的，与拟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书。

九、纪律要求

1、坚持原则，严格程序，照章办事。要加强保密观念，建立健全招聘工

作的责任追究制度，确保笔试、面试、体检等各环节的公平公正。要加

强对招聘工作的监督管理，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进一步增强招

聘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2、要加大对招聘工作中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对不按所需岗位要求、

规定资格条件以及规定程序进行招聘的，其招聘结果无效并责令清退

所招聘人员，对违反招考纪律的工作人员，视情节轻重，依法依纪进行

处理。对违反招聘考试纪律的应聘人员，取消考试资格或聘用资格，对

已办理聘用手续的，解聘并予清退。对考试中违纪违规的行为处理，参

照《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人社部令第 30号)执

行。

3、公开招聘中凡与报考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

系血亲关系或者近姻亲关系的须实行回避。

娄底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 2017年招聘工作人员
娄底市消费者委员会办公室系娄底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因工作需要，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652

号)、《湖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试行办法》(湘人社发〔2011〕45号)、《中共娄底市委组织部娄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娄底市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细则》(娄人社发[2014]68号)的规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2名工作人员，就招聘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安全工程

安全管理员

材料工程-非金属

无机非金属材料

试验员

材料工程-金属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机械技术员、材料检测员、试验员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会计学

财务管理员

采矿工程

采矿工程、矿山工程

技术管理员

测绘

测绘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

测量员、技术兼质量管理员、施工 /技术员

地质工程

地质工程

施工 /技术员、技术兼质量管理员

电气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电工程

施工 /技术员、电气技术管理员、机电工程

技术员、设备管理专员、技术兼质量管理员

电气工程

机电技术教育

教师(1 人)

港航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市政技术员

给排水

给排水

施工 /技术员、技术管理员、市政技术员、

环保水保类专业技术员

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商务合同管理员、造价员、经营管理员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环保技术员、安全管理员

机械工程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

设备管理专员、工程机械技术员、设备物资

管理专员兼技术员

机械工程

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教师(1人)

焊接技术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技术员

计算机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软件工程

信息化管理员、安全监测管理员(4人 )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暖通工程

暖通设计员

金融

金融

PPP业务专员、财务管理员、投融资管理员

投融资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

经营管理员、信息化管理员

力学

力学

技术兼质量管理员

热能与动力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汽轮机

机电安装技术员、电气技术管理员、质量管

理员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专员

水工

水利水电工程、农田水利工程

施工 /技术员、质量管理员、经营管理员、

机械技术员、安全监测管理员、进度管理员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

施工 /技术员、质量管理员、经营管理员、

技术兼质量管理员、安全管理员、材料检测

员、工程监理员、进度管理员

土木工程

道桥工程、桥隧工程

技术兼质量管理员、桥梁设计员、隧道爆破

技术专员

土木工程

轨道交通

经营管理员、施工 /技术员

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岩土工程勘察技术员、地下工程技术员

土木工程

市政工程

经营管理员、施工 /技术员

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招聘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是世界五百强企业 --中国电力建设集

团公司旗下的骨干企业，拥有国家 "双特级 "资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

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是建筑行业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兼有公

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矿山工程和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壹

级资质，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壹级资质，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压

力管道)许可证资质、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公

路路基工程和桥梁工程等 5个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公司现有员工 11000

人，年产值达 200亿元人民币,并逐年稳步增长，名列行业前茅。

水电八局技术实力雄厚，拥有以中国工程院院士谭靖夷为模范的专业技术

及管理人员 6800多人，其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4人，国家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 1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84人，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专业技术带头人 6人。企业先后荣获全国先进施工企业、工业交通基本建

设战线先进企业、全国优秀施工企业、中国电力行业十佳优秀企业、全国建

筑业科技领先百强企业、全国最佳施工企业、全国 "五一 "劳动奖状、全国

用户满意施工企业、全国优秀企业、湖南诚信示范企业、"电建湘军 "等数

十项荣誉称号。在水电坝工技术、大型金结制造和机组安装、人工砂石料生

产系统等方面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具有 120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工法，具

有先后有 40多项科技成果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其中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 2项、国际里程碑工程奖 1项、国家优质工程 "鲁班奖 "5项。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水电八局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巩固水

利水电施工领域优势的同时，积极挺进轨道交通建设领域，向非水电建筑

施工领域横向发展，引领国际水电施工市场，向资本投资和房地产开发领

域扩张，产业结构得到了不断优化，"走出水电门、走出国门、多元经营 "

的战略格局已经形成。

水电八局紧紧把握全球工程建设战略机遇，确立了国际化、多元化、管理

型、一流现代企业的发展战略，占领了三峡、溪洛渡、白鹤滩等国家重点特

大型水电项目，进军京沪高铁、深圳地铁、青(青岛)连(连云港)铁路、石(石

家庄)济(济南)铁路、武汉地铁和长沙地铁等铁道工程领域，在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国家国外工程的占据重要市场份额。我公司将继续发扬 "科学、

规范、严谨、创新 "的企业精神，为用户建设优质工程、提供优质服务。

水电八局求贤若渴，视人才如瑰宝。崇尚以情感留人、以待遇激励人、以事

业发展人，努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气氛，创造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的良好环境，为优秀人才施展才华提供最好的平台。加盟我们，您将获得：

--抱团打天下的大平台 -我们以 65年来积累的深厚资源为您提供前进

的推力;

--全面的锻炼从而迅速成为技术、管理的骨干 -我们奉行 "催苗助长 "

的人才培养战略;

--良好的培训与深造 -我们每年选送优秀人才参加研究生学习等高层次

复合型培训;

--健全的保险待遇 -我们执行五险一金 企业年金 补充医疗保险的社保

计划及其他福利(你懂的);

**-**院校指定专业的毕业生，另有您未曾料想的专项配套措施……

公司热忱欢迎有志于工程建设的 2018届大学毕业生加盟，共创企业、人生

辉煌!

招聘条件：1、统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身体健康、善于团队合作;3、

有才干有激情有梦想。

公司计划招聘 5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相关专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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