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招聘岗位及职数

二、报考条件要求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教育事

业,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服从安排，爱生敬业。

2、符合招聘岗位其他资格条件 (见上表 )，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在

35 周岁 (1982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以下，普通话等级达二乙及以

上。报考教学岗位人员需具备初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格。

三、人员管理及工资待遇

学校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聘用人员的劳动报酬、社保缴费、

住房公积金和经济补偿等按照经本校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市教

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批复的《编外合同制教职工工

资福利待遇发放办法》执行。

四、报名及资格审查

(一)报名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起至 9 月 28日(星期四 )12∶00

(二)报名方式

报考人员限报一个岗位 ;请将如实填写完整的《编外合同制教职工

报名表》(见附件) 发送至 xfbgs520@163.com，文件命名为 " 岗位 +

姓名 "。

(三)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定于 9 月 29 日 (星期五 )上午笔试结束后在学校逸夫楼一

楼玻璃房进行，请考生携带《身份证》《学历证》《学位证》《教师资格

证》《普通话等级证》《职称证》，获奖证书等原件和复印件参加资格

审查。

五、考试

考试由笔试和考核组成。

(一)笔试

1、笔试定于 9 月 29 日 (星期五)上午 8∶30-9∶30 在学校笃学楼一

楼教室进行，考生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笔试，未按要求参加

笔试者视为自动放弃报考。

2、笔试内容为岗位所需专业知识，满分为 100 分。

3、笔试成绩于 9 月 29 日 (星期五)中午 12:00 在学校网站公布。

(二)考核

1、在资格合格人员中，由岗位职数与考生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

1:4 的比例确定考核人选;未达到比例的，则资格合格的笔试人员均

参加考核。

2、入围考核人员名单办法于 9 月 29 日 (星期五)12∶00 在学校网站

公布。入围考核人员于 9 月 29 日(星期五)14∶00 在学校逸夫楼二

楼会议室集合并查验身份证，未按时到达者视为自行放弃。考核时

不得自带任何资料。

3、教学岗位考核方式为试教，书法岗位的考核为技能测试，教务干

事岗位的考核为结构化面试。试教时限 10分钟，备课 30 分钟，技能

测试时限 30分钟，结构化面试 15 分钟，满分均为 100 分，得分均为

所有评委评分中去掉一个最低分和一个最高分后的平均分。

4、考核结束后，考生到候分室等候成绩通知单。所有考生的考核成

绩于考核完成后当天在学校网站公示。

5、考核成绩合格分数线为 80 分 (含 )。考试成绩由考核合格人员的

笔试、考核成绩按 4:6 的比例合成。

六、体检

1、体检对象以各岗位招聘计划数为基数，按 1∶1 的比例依考试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考试成绩相等时考核成绩高者入围。出现体

检不合格或者弃权者时，则在同一岗位按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依次递补一次。

2、入围体检人员名单于 9 月 30 日 (星期六 )在学校网站公示 ;体检具

体时间地点及要求另行通知。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

(试行)》执行。体检费用由个人承担。未按要求参加体检者视为自行

放弃。

七、考察

学校对体检合格人员采取外调、函调等形式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

考察 ;当出现弃权或考察不合格等情况时，则在同一岗位按考试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一次，经体检合格后进行考察。

八、聘用

考察合格人员为拟聘用人员。拟聘用人员名单在学校官网公示 7

个工作日。学校将拟聘人员名单及《长沙市编外合同制教职工考察

情况登记表》报市教育局审批，经批准后由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办理

聘用手续。在签订劳动合同后 10个工作日内，学校到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办理劳动用工备案登记。

九、联系办法

1、咨询电话：85208228

2、联系人：唐老师

3、学校网站：http://www.xfzhongxue.com

4、学校地址：长沙市天心区中意一路 1328 号

5、学校微信公众号：xfzx85208228

6、监督电话：0731-8489973784899753(长沙市教育局)

0731-84907930(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长沙市长郡湘府中学

2017年 9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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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政府法制办 2017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长沙市长郡湘府中学 2017年公开招聘公告（第三批）

一、招聘原则

(一)坚持 "公开、平等、竞争、择优 "的原则;

(二)坚持考试与考察相结合的原则。

二、招聘计划

计划招聘法制岗位人员 3名。

三、招聘条件

(一)具体资格及条件

1.年龄 30周岁以下(年龄计算到 2017年 9月 30日止)。

2.学历和专业要求。

法制岗位人员应为法学等相关专业毕业，具有本科及以

上学历。

3. 政治立场坚定，原则性强，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体

健康，服从工作安排。

4.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职业道德和保密纪律。

5.能熟练运用办公软件。

6. 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具有法学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学位人员优先录用，年龄放宽至 35周岁。

(二)不得报考的情形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2. 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

员;

3. 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机关调查尚未作出结论

的人员;

4.在各类公开招考中被认定有考试舞弊、弄虚作假等严

重违反考试录用纪律行为的人员;

5.法律法规等规定的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

四、招聘、录用程序

招聘工作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发布公告 -网上报名 -

资格审查 -笔试 -面试 -考察 -办理聘用手续。

具体要求如下：

(一)报名

1. 时间：2017 年 9 月 22 日上午 8：00 至 2017 年 10 月

15日下午 5：00;

2.方式：

网上报名。招聘公告将在湘潭市政府法制网站、湘潭市

政府门户网、湘潭人事考试网等网站发布，网上报名请

在相关网站查阅招聘信息，自行下载报名登记表(见附

件)进行报名，随同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相关资

质证书原件扫描件、业绩资料及彩色证件照电子档发送

至指定邮箱报名(1457483553@qq.com)，邮件标题格式

统一为 "报名湘潭市法制办 +姓名 +职位 "。

(二)资格审查

1.时间：2017年 10月 18日 -10月 20日(工作时间);

2.地点：湘潭市政府法制办综合科(市政府大楼 12楼)。

3.资格审查所须携带资料：报名登记表、本人身份证、毕

业证、岗位要求的资格证书和相关证明原件、业绩资料。

(三)笔试

1.时间地点：笔试具体时间和地点见准考证;

2.笔试内容：写作，满分 100分;

3.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笔试开考人数不得低于 1:

2，否则取消该职位或核减招考人数。

4.成绩公布：笔试成绩在湘潭市政府法制网站公布，笔

试成绩按 60%计入最终成绩。

(四)面试

1.时间地点：面试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面试对象：根据笔试成绩及业绩评价之和由高到低进

行排名，按招聘计划数与面试人数 1:2的比例确定面试

人员;

3.面试按 40%计入最终成绩。

(五)考察

1.考察对象：根据最终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名，按招聘

计划与考察人数 1:1的比例确定进入考察环节的应聘

者。

2.考察内容：侧重考察应聘者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

与应聘岗位相关的业务能力和工作实绩等，同时对考察

对象资格条件进行复查。拒绝或不配合考察的应聘者视

为自动放弃。

3.考察结束后，由考察组提出考察意见，由办党组研究，

确定拟聘人选。

(六)聘用

考察合格人员即为拟聘用人员，试用期(一个月)满后由

湘潭市华顺人力资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正式劳动

合同，期限一般为一至三年(含试用期)。合同到期后，前

一服务期考核合格者可续签合同。

五、薪酬

本次招聘人员年薪约为 6万元以上，表现优秀者按规定

逐年提升。

六、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731)58266239、15802623713向华

湘潭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湘潭市华顺人力资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 9月 22日

为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依法行政职责，进一步充实法制机关力量，湖南湘潭市政府法制办特向社会公开招聘与法律相关的专业人员。

根据《长沙市教育局直属学校编外合同制教职工管理办法(试行)》(长教通[2016]112号)和《长沙市编外合同制教职工管理工作实施细则》(长教通[2017]136

号)文件精神及学校工作需要，经长沙市教育局、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同意，我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3名编外合同制教职工(其中教学人员 1

名、教学辅助人员 1名、行政管理辅助人员 1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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