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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需要，我县卫计系统部分事业单位决定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数量
共招聘工作人员 62名，具体岗位及数量见附件。

二、招聘原则
按照“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采取考试和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三、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3、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4、年龄计算截止时间为 2017年 8月 1日。即：30周岁以

下(1986年 8月 1日以后出生);35 周岁以下(1981年 8月 1日
以后出生)；

5、本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不能参加招聘。
(二)其他具体条件见公告附件。

四、报名及资格审查
1、方式：现场报名(每名考生限报一个岗位)
2、时间：2017年 10月 9日至 11日
3、地点：石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1号楼 4楼会议室

(1401室)。
4、需提交的材料：毕业证、身份证及相关证书原件和复印

件各一份，带有二维码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
历查询系统查询打印)一份，相关工作经历证明，近期二寸免
冠彩色照片 3张。

5、程序：填写报名表—用人单位资格初审—资格复审—
缴纳报名费 100元—信息采集—报名结束。

6、资格审查：由县人社局、县卫计局、县纪检监察部门和
用人单位按照招聘方案共同对应聘人员的资格进行审查。资
格审查贯穿招聘工作全过程，如发现弄虚作假或不符合招聘
条件者，随时取消资格。

7、领取准考证：2017年 10月 17日在县卫计局 1403室
领取。请考生及时领取准考证，逾期不领者，视为自动弃权。

五、笔试(满分 100分)

1、开考比例：按报考人数与招聘岗位计划数不低于 3：1
的比例确定。达不到开考比例的岗位，经县人社局同意可适当
降低开考比例或相应核减、直至取消该招聘岗位计划。

2、时间及地点：
时 间地 点招聘岗位及要求
2017年 10月 18日 8:30-10:30见准考证 见公告附件
3、考试内容：为相应岗位专业知识。
4、成绩查询：考生如对本人笔试成绩有疑义，须在笔试成

绩公布后 48小时之内按程序申请查分。笔试成绩查分范围仅
限是否漏评，合分、登分是否正确 。

六、面试(满分 100分)
1、对象：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聘岗位计划数

1∶2的比例确定面试对象。末位笔试成绩相同者一并进入面
试。

2、时间及地点：

七、成绩合成
1、综合成绩：
①血防院护理岗位综合成绩 =笔试成绩×60%+面试成

绩×20%+实践操作成绩×20%；
②乡镇卫生院综合成绩 =笔试成绩×70%+面试成绩×

30%。
2、排名时，如果出现综合成绩相同的，以笔试成绩高者为

先。

八、体检
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聘岗位数等额确定体检

对象。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现行的体检通用标准执行。

九、考核
体检合格人员由用人单位和主管部门对其思想政治表

现、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遵纪守法等情况进行考
核，并对考生的资格条件再次进行复查。

十、递补
体检或考核不合格者，不能确定为拟聘对象，经县人社局

同意，可按照应聘同一岗位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
递补一次。

十一、确定拟聘对象
根据考试、体检和考核结果，由用人单位和主管部门择优

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提交县人社局审查后进行公示，公示期
为 7个工作日。

十二、回避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行回

避制度。聘用单位负责人和招聘工作人员在组织公开招聘事
项时，涉及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
血亲关系或者近姻亲关系的应聘人员，应当回避。

十三、聘用审批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用人单位填写《湖南省事业单位聘

用人员名册》和《湖南省事业单位聘用人员登记表》，连同“拟
聘人员公示情况报告”和本人档案经主管部门审核，经县人社
局审批登记后，办理相关聘用手续。根据拟聘人员学历、职称
等结合单位岗位设置情况兑现其工资福利待遇。

十四、监督
县人大内司工委、县政协法制群团工委、县纪检监察部门

对考试工作进行全程全方位监督。

十五、信息发布及其他要求
1、招聘公告通过石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石

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网站发布，考试成绩、体检及考核等相
关信息通过石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网站发布。

2、考生应密切关注考试工作进程，注意浏览相关网站，以
免贻误笔试、面试、体检等时间。

3、考生凡不按要求或不在规定时间参加笔试、面试、体
检、考察考核，以及提供相关资料等视为自动放弃，由此造成
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4、其他未尽事宜，按湘人社发〔2011〕45号和常办发
〔2010〕2号文件执行。

咨询电话：0736-5157329(石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人事
股)

0736-5333980(石门县人力资源考试院)
0736-5329855(石门县人社局事业管理股)
监督电话：0736-5336006(石门县纪委党风政风室)
附 件 见 ：http://job.hnmsw.com/show_zhaopinyg.php?

articleID=71591
石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石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 9月 11日

2017年常德石门县卫计系统部分事业单位招聘

一、企业简介
集团公司注册资本 23.33亿元，资产总额 255.99亿元，固

定资产原值 68.74亿元，所有者权益 36.51亿元。集团公司下
辖 8个施工型子分公司，7个功能型子分公司，6个片区指挥
部。全集团在建工程项目 300多个，遍布全国各地及中东、中
亚、东南亚等地。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隧道与地下工程分会、盾
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均设在中铁隧道局集团。迄今，
共有 586项科研成果通过评审验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13
项、国家级工法 22项。全集团现有员工 14735人。其中，管理
人员 8164人，专业技术人员 7116人，技能人员 5745人。拥有
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2人，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 15人;一级建造师 531人。集团保有机械设
备 13087台，原值 68.7亿元，净值 24.7亿元，其中 TBM、盾构
83台套，900T提运架设备 5台套，三臂凿岩台车 21台、混凝
土喷射机械手 84台、多功能钻机 9台。中铁隧道在国内同类
企业中，拥有盾构、TBM门类最齐全、数量最多。年隧道施工
能力在 500公里以上，累计建成各类隧道隧洞 4076公里，折
合单线 6322公里。集团以“建设隧道及地下工程领域领军企
业”为目标，以“做最难的，交最好的”为宗旨，先后获得鲁班奖
17项、国家优质工程奖 24项、詹天佑大奖 24项。集团公司荣
获“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全国用户满意施工企业”、“全国五
一劳动奖状”等荣誉，被誉为“隧道和地下工程施工领域的国
家代表队”。
中铁隧道局集团前身为铁道部隧道工程局，集勘测设计、

建筑施工、科研开发、机械制造四大功能为一体，业务涵盖铁
路、公路、市政、房建、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和
隧道、桥梁、公路路基、铁路铺架等专业承包，具有铁路工程、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是隧道和地下工程领域全球
最大工程承包商，隶属于世界 500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集团各单位信息
见 网 站 ：http://job.hnmsw.com/show_zhaopinyg.php?

articleID=71549

三、招聘专业：土木类：土木工程(含铁道工程)、给排
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道路
桥梁与渡河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城市轨道交通、装饰
装修、消防工程;
建筑类：建筑学、工业与民用建筑;

机械类：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机械电子工程、盾构施工技术、过程装备与控制
工程、车辆(车务)工程、流动体传动及控制;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安全工程;
仪器类：测控技术与仪器;
材料类：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

料工程;
电气类：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供

用电技术、焊接技术与工程;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工程;
计算机类：信息安全、网络工程、计算机;
水利类：水利水电工程;
测绘类：测绘工程;
地质类：地质工程;
矿业类：采矿工程;
交通运输类：交通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
力学类：工程力学;
兵器类：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
金融学类：金融学、投资学(投资管理);
法学类：法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工

程造价、总承包工程项目管理;
工商管理类：会计学、财务管理、税务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市场营销、审计学、工商管理、国际商务;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物流管理、物流工程;
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英语、俄语、西班牙语。

四、薪酬福利待遇
1.薪酬待遇。2016年全集团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10万元以

上，见习生待遇从优。
2.假期待遇。职工享受的假期包括享受法定节假日、公休

假日(双休)、公益假、带薪年休假(分为国内员工年休假、境外
员工年休假)、调休假、搬家假、探亲假、通勤假、婚假、产假、护
理假、哺乳假、计划生育假、工伤假、病伤假、丧假、事假等休假
权利。

3.福利待遇。单位为职工足额缴纳“五险二金”，即：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
和企业年金。

4.持证津贴。对考取国家相关的执业资格证书和岗位证
书给给予持证津贴和一次性奖励，其中一级注册建筑师津贴
5000元 /月、一次性奖励 20000元，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
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注册电气工程师(给水排水)、注册公用
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津贴 8000元 /月、一次性奖励 20000
元，注册造价工程师津贴 2000元 /月、一次奖励 5000元，一
级建造师津贴 1000-3000元 /月、一次性奖励 30000元，注册
会计师津贴 1000元 /月、一次性奖励 5000元，注册安全工程
师津贴 500元 /月、一次性奖励 4000元，注册测绘师、注册咨
询工程师(投资)、注册环评工程师、注册税务师津贴 500元 /
月、一次性奖励 4000元。

5.其他福利待遇。毕业生安家费 4000-10000元、享受各
种补贴，可将户口签转至单位所在地，如：广州、深圳、天津、重
庆、杭州等。

五、员工培养和晋升
六、实施鸿鹄计划
针对国家 985高校或其他有关高校优秀学生实施鸿鹄计

划，单位进行助学资助。
1.大四毕业生签约即可获得 2万元助学资助。
2.大一、大二、大三学生签约即可获得每年 1万元的助学

资助，签订鸿鹄培养计划协议;大四时签订就业协议，获得 2
万元助学资助。

3.纳入鸿鹄计划的学生为我单位重点培养对象，在生活、
工作、薪酬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七、招聘形式
宣讲会后安排面试，部分专业安排笔试，面试及笔试合格

后签订就业协议。

八、其他事项
1.应聘学生在招聘现场提供以下资料:个人简历、就业推

荐表、就业协议书、学习成绩单原件、各类获奖证书复印件等。
2.应聘学生也可将个人简历、就业推荐表、就业协议书、

学习成绩单及各类获奖证书扫描件等通过邮件发送到相应单
位，邮件标题注明：应聘岗位 +专业 +本人姓名 +高校人才
网。

3.咨询电话:020-32268680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2018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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