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招聘计划

在市机构编制部门审定的全额拨款事业编制限额内招

聘 3名工作人员遥
二、招聘岗位及名额

化工产品检验岗位专业技术人员 1名
材料力学检验岗位专业技术人员 1名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检验岗位专业技术人员 1名

三、报名资格及条件

1尧拥护中国共产党袁热爱祖国遥
2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袁拥护党的方针尧政策和路线遥
3尧品行端正袁遵守职业道德遥
4尧尚未解除党纪尧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
员以及刑事处罚期未满或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

调查尚未做结论的人员不得报名应聘遥
5尧招聘岗位及要求院见附件
6尧相关专业学历参照叶2017年湖南省考试录用公务员
专业指导目录曳遥

四、招聘程序

1尧发布招聘信息
在怀化市机构编制网(http://www.hhbb.gov.cn/)尧怀化
市人事考试网(http://www.hhrsks.com/) 公布招聘公告
和相关信息遥
2尧报名时间地点及要求
淤报名时间院2017年 10月 17日-2017年 10月 19日
(上午 8:00-12:00袁下午 2:30-5:30)遥
于报名地点院怀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人事科(怀化市锦
溪北路 172号)
电话院0745-2714561
盂报名由本人现场提交以下材料院叶怀化市质监局所属
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报名表曳(见附件); 本人有效身
份证原件尧学历和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尧学信网学历
证明打印件;近期同底免冠彩色一寸照片 3张;在编人
员还需要提供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遥
榆每名应聘人员只限报考一个招聘岗位遥
3尧资格审查
由市质监局人事科根据招聘条件和岗位要求进行初

审袁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资格审查遥报名人
员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的袁 取消考试及聘用
资格袁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报名者本人承担遥
同一招聘岗位的报名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低于 3院1

时袁按程序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同意后袁可
适当降低开考比例或取消该岗位的招聘考试计划遥
4尧考试时间院另行通知
5尧考试地点院另行通知
6尧考试
淤笔试院 笔试总分 100分遥 主要测试岗位专业基础知
识袁满分为 100分袁不指定教材遥笔试时间尧地点见准考
证遥
于面试院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袁按招聘计划 1院3的比
例确定面试人员 (降低开考比例的岗位则报考人员全
部入围面试)遥 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形式袁 满分为 100
分袁入围末位出现并列袁则共同进入面试遥
盂面试结束后袁 按照笔试成绩 70%和面试成绩 30%的
比例合成考试总成绩袁 按照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小数
点后两位袁总成绩相同的按笔试分数从高到低排名遥
7尧体检与考察
根据考试成绩综合排名袁等额确定体检人员遥体检标准
参照公务员招考体检通用标准执行遥 对体检合格人员
进行考察袁 现场考察由市质监局人事科会同有关单位
组织实施袁 体检不合格者或自愿放弃体检或考察不合
格出现空缺名额袁按考试成绩依次递补袁递补不超过两
次遥
8尧公示及聘用
根据体检及考察结果确定拟招聘对象袁 报经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后公示七个工作日袁 公示期满无
异议袁 按有关规定办理聘用入编手续袁 签订聘用合同
(最低服务年限要求 5年以上)遥

五、工作纪律及监督措施

1尧整个招聘工作接受市纪委尧市人社局尧市编办的指导
和监督袁接受群众和有关部门的监督遥
2尧 严格执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有关文件要求袁坚
持公开尧公平尧公正的原则袁择优聘用遥
3尧严格执行招聘工作程序袁坚持实事求是袁集体决策遥
注重廉洁自律袁 实行回避制度袁 严禁接受礼金及宴请
等遥
4尧严禁弄虚作假袁假公济私袁徇私舞弊等违纪行为遥 对
于违纪违法人员袁依法依规处理遥
咨询电话院0745-2714561 监督电话院13874518968

怀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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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31-85063069 E_mail：13118283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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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者在应聘面试时，请拒绝交纳一切费用，谨防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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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 2018年招聘公告

怀化市商务和粮食局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中国进出口银行总行本部及直属机构
国内各分支机构 2018年校园招聘

一、招聘范围及基本条件
渊一冤招聘范围
境内外全日制高等院校 2018年应届毕业生(定向和委培生除
外)遥 其中院
境内院校毕业生须在 2018年 7月 31日前毕业袁 且报到时能
获得国家认可的就业报到证尧毕业证和学位证;
境外院校毕业生毕业时间一般在 2017 年 7 月之后袁 且在
2018年 8月前须获得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硕士
及以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出国留学时间在 1年以上 (满
360天)遥
渊二冤基本条件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袁政治思想素质良好袁遵纪守法袁品
行端正袁身体健康袁无不良记录;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 450
分及以上袁或新托福(TOEFL-IBT)考试 85分及以上袁或雅思
(IELTS)考试 6.5分及以上袁喀什分行可放宽至大学英语四级遥

二、招聘机构
渊一冤总行本部及境外直属机构
工作地点院北京及境外遥
学历条件院一般应具备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袁且第一学历
为全日制大学本科袁语言类专业本科生也可报考遥
专业需求院主要包括金融经济类尧财务会计类尧信息科技类尧
法学类尧语言类尧工程类尧中文新闻类尧数理统计类等专业大
类遥
渊二冤经济金融研究院上海中心
工作地点院上海遥
学历条件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袁且第一学历为全
日制大学本科遥
专业需求院欢迎热衷学术研究工作的金融尧经济尧国际政治或
法律专业毕业生报考遥
渊三冤分支机构院北京分行袁上海分行袁深圳分行袁江苏省分行袁
辽宁省分行袁浙江省分行袁陕西省分行袁湖北省分行袁黑龙江
省分行袁广东省分行袁云南省分行袁宁波分行袁福建省分行袁安
徽省分行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含喀什分行)袁厦门分行袁
天津分行袁江西省分行袁吉林省分行袁河北省分行袁甘肃省分

行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筹建组袁贵州省分行筹建组袁共计 23
家遥
工作地点院各分行所在地遥
渊四冤各招聘机构具体招聘岗位类别及专业需求袁详见网站信
息遥

三、应聘方式
网站链接(http://zhaopin.eximbank.gov.cn)袁并按网站提示进行
注册尧报名遥
系统报名路径院登陆网上招聘系统--用户登录--进入"欢迎
页面"--点击进入"2018年校园招聘统招计划"--选择" 岗位
类别"--选择"招聘岗位"遥
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7年 10月 22日 24点遥
注意事项院
只接受网上报名袁每人可在招聘系统中同一"岗位类别"项下
报 2个志愿袁1个招聘机构只能选择 1个岗位遥
请考生务必留意附件中各招聘岗位所对应的岗位类别遥

四、招聘安排
(一)校园招聘程序为院
网上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及政审--签
约遥
(二)本次校园招聘将采用统一笔试的方式袁时间预计为 2017
年 11月中上旬袁在北京尧上海尧深圳尧南京尧大连尧杭州尧西安尧
武汉尧哈尔滨尧广州尧昆明尧宁波尧福州尧合肥尧乌鲁木齐尧厦门尧
天津尧南昌尧长春尧石家庄尧兰州尧南宁尧贵阳等全国 23 个城市
统一组织实施袁考生可就近选择考点遥 对符合条件的报名者
我们将以短信和邮件的形式通知笔试袁请保持通信畅通遥
(三)面试等后续安排以各机构通知为准袁请保持通讯畅通袁并
及时关注我行网站发布的最新招考信息遥
(四)我行组织的统一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袁不举办也不
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班遥 在校园招聘过程中袁不会向
应聘者收取任何费用袁请提高警惕袁谨防受骗遥

中国进出口银行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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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行维护(14人)
岗位职责院
负责互联网与云计算领域高性能计算系统尧 高速互联系统的设计尧开
发尧测试尧优化和生命周期管理;
负责硬件体系架构设计袁开发和定制分布式平台计算系统尧存储系统和
高速互联架构;
负责负载均衡尧网络攻击防御尧云计算虚拟网络尧高性能网络等相关技
术和产品研发;
熟悉 C/C++尧Java尧PHP尧python中至少一门编程语言袁熟练应用系统层
支持应用开发;
负责信息系统安全设计评审尧安全评估测试尧安全加固方案设计和安全
策略与规范的制定袁挖掘安全风险袁提升安全防御能力遥
任职条件院
1.本科及以上学历袁全日制高等院校 2018 年毕业生或海外留学应届归
国学生袁国家 985尧211院校优先遥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尧软件工程尧信息安全尧通信工程尧网络工程等计算
机相关专业遥
3.本硕同类专业硕士生优先遥

系统运行维护 -长沙数据中心(6人)
岗位职责院
1.参与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尧扩容尧升级改造等遥
2.负责相应系统运行管理袁保障各类基础设施的稳定运行和安全防护遥
3.负责配合相关应用系统的投产尧运行尧监控尧管理尧维护和变更袁保障系
统安全尧稳定尧连续运行遥
任职条件院
1.本科及以上学历袁全日制高等院校 2018 年毕业生或海外留学应届归
国学生袁国家 985尧211院校优先遥 尧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尧软件工程尧信息安全尧通信工程尧网络工程等计算
机相关专业遥
3.湖南籍学生优先遥

应用运行维护 -云支付中心(8人)
岗位职责院
1.负责电子支付相关新技术尧新业务前瞻性研究及调研袁开展基于云计
算尧大数据尧移动互联的产品和技术创新袁及时了解掌握监管机构发布
各类业务法规尧技术规范袁保证产品和技术创新的合规性遥

2.负责应用机构及其辖属网点尧客户相关电子支付金融服务业务需求收
集尧整理尧可行性分析及需求规格说明书编写遥 处理应用机构业务管理
部门的服务请求袁协助进行业务管理遥
3.配合创新研发部门尧应用机构完成需求规格说明书的评审确认工作遥
4.负责跟踪需求的开发尧测试进程以及项目管理中的需求变更尧评价确
认等工作遥
5.负责需求开发尧测试完成后的业务验证尧投产运营工作遥
6.负责电子支付金融服务平台的日常维护工作袁保证系统稳定运行遥 协
助应用运维服务岗排查应用系统运行故障袁消除故障隐患遥
7.负责处理应用机构业务管理部门的服务请求袁负责电子支付金融服务
平台的事件管理袁及时处理应用机构的服务请求,协助进行业务管理遥
8.负责电子支付金融服务平台的监控和巡检工作袁排查运行故障;及时
发现应用系统存在的问题袁协助相关人员排除尧解决问题遥
任职条件院
1.本科及以上学历袁全日制高等院校 2018年毕业生或海外留学应届归
国学生袁国家 985尧211院校优先遥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尧软件工程尧信息安全尧通信工程尧网络工程等计算
机相关专业遥

应用运行维护 -云灾备中心(4人)
岗位职责院
1.负责响应云灾备平台运维服务请求及运维事件的分析尧处理遥
2. 负责面向应用机构提供云灾备服务平台各项云服务系统应急处理流
程袁编制并更新维护应急预案袁定期组织培训与演练袁保证预案有效可
用遥
3.负责配合应用机构制订异地云灾备系统接管流程袁及时响应应用机构
异地云灾备系统接管服务请求袁 按照决策及流程及时配合应用机构做
好接管及后续工作遥
4.负责配合应用机构制订异地灾备数据提取流程袁及时响应应用机构异
地灾备数据提取服务请求袁 按照流程及时配合应用机构做好数据及后
续工作遥
5.负责制订云灾备服务平台各项云资源的配置文件尧程序尧日志尧数据等
备份与恢复策略袁定期完成备份与恢复验证工作遥
任职条件院
1.本科及以上学历袁全日制高等院校 2018年毕业生或海外留学应届归
国学生袁国家 985尧211院校优先遥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尧软件工程尧信息安全尧通信工程尧网络工程等计算
机相关专业遥
3.京籍生源优先遥

软件开发与项目管理(10人)
岗位职责院
参与信息系统项目实施袁以及需求变更尧优化升级等工作袁承担软件编
码尧自测试尧文档编制尧软件维护尧用户培训工作遥
参与信息系统项目建设过程中与相关部门尧 合作服务单位及成员单位
的沟通协调遥
参与信息系统项目建设的需求分析尧系统设计尧数据库设计等工作遥
参与信息系统投产初期应用运行维护袁以及推广应用的技术支持遥
参与信息系统生产运行的二线技术支持袁配合生产版本发布尧上线运行
及维护遥
任职条件院
1.本科及以上学历袁全日制高等院校 2018年毕业生或海外留学应届归
国学生袁国家 985尧211院校优先遥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尧软件工程等计算机相关专业遥
3.熟悉 C尧Python尧Java等编程语言袁掌握主流开发工具遥

测试(6 人)
岗位职责院
1.对测试理论尧技术和工具进行研究袁负责有关测试平台尧测试工具的开
发尧应用管理遥
2. 对信息系统建设项目以及相关系统需求变更尧 优化升级进行测试规
划袁组织编写并评审测试计划尧测试案例遥
3. 根据测试计划和测试案例袁 组织信息系统建设项目以及系统需求变
更尧优化升级的功能及非功能测试袁出具测试报告袁参与应用系统上线
投产及系统升级上线前的验证测试遥
4.参与成员单位接入或应用支付清算尧网络支付等重要信息系统的认证
测试工作遥
5.参与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的验收测试(功能尧性能尧安全等)袁以及重要信
息系统安全评估尧等保测评遥
任职条件院
1.本科及以上学历袁全日制高等院校 2018年毕业生或海外留学应届归
国学生袁国家 985尧211院校优先遥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尧软件工程等计算机相关专业遥

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于 1994年，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投资发展与国

际经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策性银行，总部设在北京。中国进出口银行始终坚持政策性金融特色，致力

于服务 "一带一路 "、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和实体经济发

展。目前支持 "一带一路 "建设签约项目覆盖 55个参与国，涉及经贸合作、能源资源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

投资、金融合作等重点领域，业务发展面临重大战略机遇期，将为您施展才华提供广阔的平台!

我行 2018年校园招聘现正式启动，总行本部及境外直属机构、经济金融研究院上海中心、23家国内分支机构

欢迎您的加入!

怀化市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为怀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为进一步优化人员结构，增

强技术力量，根据工作需要和国家相关规定，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特制定工作方案并公告如下：

现诚邀优秀学子加入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大家庭遥
这里为你提供了丰富的培训机会尧自由的创新环境尧广阔的成长空间尧坚实的事业平台;
这里为你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良好氛围尧职业发展与价值实现的清晰路径;
这里为你提供了具有行业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尧激励机制尧人性化的企业福利与和谐友善尧人文关怀的企业文化遥
我们热切期待你的加入袁让我们共同创造属于你和企业的灿烂未来!

简历投递邮箱：ans@nongxinyin.com

http://www.hhbb.gov.cn/)
http://www.hhrsks.com/)
mailto:1311828356@qq.com
http://zhaopin.eximbank.gov.cn)
mailto:ans@nongxinyi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