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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东方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本公司是隶属于长沙市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由中南大学和邦信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是上市公司博云新材的控股子公司（股票代码：002297）。

公司名誉董事长、首席科学家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先生。公司

的主营业务是硬质合金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性能优异、质量稳定，处于国

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可完全替代进口。公司营销网络覆盖全国，产品远销世界各

地，拥有自营进出口资格。

机加工：5人
岗位描述：熟悉硬质合金加工工艺，严格按技术要求及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主要从

事精密机械加工。

任职要求：

1、男女不限，积极上进，做事认真仔细，肯动脑筋；

2、中技及以上学历，数控、机械类相关专业，应届生优先；

3、能看懂图纸，会使用量具，具备强烈的质量意识。

薪酬福利：1、薪资采用绩效工资制，薪酬待遇 4000-6000元 /月；

2、购买“五险一金”，享受带薪年假；

3、提供配套设施齐全的青年公寓（宽带入户、空调、独立卫生间、办公桌椅、储物柜）；

4、享受免费午餐、交通补贴费、保密费、劳保物品、防暑降温物品、定期员工体检；

5、员工（生日、新婚等）发放祝福津贴，传统节日、伤病等慰问费及物资、春节红包。

开发技术员：2人
岗位描述：熟悉硬质合金生产工艺，从事硬质合金刀具设计、加工工艺、加工应用的

研究。

任职要求：

1、男女不限，性格开朗大方，善于沟通；

2、大学本科及以上，具有机械类相关专业背景，机械设计及自动化 /航空器动力设

计 /航空器设计制造专业者优先；

3、英语能力水平测试（80分以上），能熟练的用口语交流，有良好的读写水平；

薪酬福利：1、薪资采用绩效工资制，薪酬待遇 4000-6000元 /月；2、购买“五险一

金”，享受带薪年假；3、、提供配套设施齐全的青年公寓（宽带入户、空调、独立卫生

间、办公桌椅、储物柜）；4、享受免费午餐、交通补贴费、保密费、劳保物品、防暑降

温物品、定期员工体检；5、员工（生日、新婚等）发放祝福津贴，传统节日、伤病等慰

问费及物资、春节红包。

联系方式
公司电话：0731-88122928
联系人：何湘婷
公司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雷锋大道 346号博云创新工业园

因工作需要，益阳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拟采取劳务派遣用工形式，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工作人员 2名(编制外人员，实行劳务派
遣)。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计划
招聘工作人员 2名，主要负责文字综合、协
调管理工作。
二、招聘条件
1.文字综合岗位
(1)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
(2)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中文或者新闻
传播专业;
(3)30周岁以下(1987年 9月 1日后出生);
(4)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和口头表达能力;
(5)工作积极主动，吃苦耐劳，有较强的团队
意识和责任感。
2.协调管理岗位
(1)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
(2)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3)30周岁以下(1987年 9月 1日后出生)，
男性优先;
(4)具有较强的策划、执行以及沟通协调能
力;
(5)工作积极主动，吃苦耐劳，有较强的团队
意识和责任感。
曾经受过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
查的人员，以及曾受过治安或刑事处罚的人
员、或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涉嫌违法犯罪正
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人员，不得
报名应聘。
三、报名要求
(一)报名时间
2017年 9月 29日 -2017年 10月 13日
(二)报名资料
应聘人员需提供报名表 1份、本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 1张，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
张、近期免冠同底 1寸证件彩照 2张。无需
缴纳报名费用。
应聘人员提供的报名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否
则取消资格。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工作全过
程。
(三)报名方式
1.现场报名：请在规定时间携带报名资料到

共青团益阳市委学校部 (市委市政府大楼
738 室)报名，联系人：龙润鑫，联系电话：
15399717109，0737-6206990。
2.网上报名：将报名表电子版、身份证和毕
业证扫描件发送至 yyzyz12355@163.com
邮箱(邮箱主题及报名表文件名称均以“姓
名 +市青基会招聘”命名)，报名所需其他材
料原件和复印件须在领准考证时提交审查。
四、考试要求
1.采取笔试、面试相结合的考试方式。笔试、
面试均采用百分制，分别占综合总成绩的
50%、50%。综合总成绩相同的，以笔试成绩高
的排前。
2.笔试内容为主观题，主要考察文字综合能
力和活动策划能力。
3.面试按照招聘计划数 1:2的比例，按照笔
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人选，面试采用结
构化面试的方式进行。
4.考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请考生务必保持
通讯畅通)。考生接到通知后，请于规定时间
持本人身份证到共青团益阳市委学校部(市
委市政府大楼 738室)领取准考证。
五、体检及考察
根据考生综合总成绩从高到低，按招聘计划
数 1:1的比例等额确定体检人员。体检参照
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执行。有体检或者
考察不合格者，按综合总成绩排名从高到低
依次等额递补。市青基会、劳务派遣公司联
合组织对体检合格者进行考察。
六、公示
根据综合总成绩和体检、考察结果确定拟聘
用人选并予以公示。
七、聘用
1.试用期为 2 个月，试用期工资 2000 元 /
月，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的，与市青基会委
托的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
2.工资待遇：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组成，
待遇不低于 3500元 /月。
3.各类社会保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
八、纪律监督
招聘工作坚持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
开，接受社会各界和有关部门的监督。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校园招聘
一、企业简介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隶属国资委，是经国家住建部核准的具有综合施工能力的铁路工程、建筑工

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的“三项特级资质”企业，具有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气化工程施工等总

承包壹级，桥梁工程、隧道工程、钢结构工程、公路路基、公路路面工程施工等专业承包壹级，轨道交通专业

增项资质，铁道行业设计甲级资质、市政行业设计甲级资质、建筑行业设计甲级资质和地质灾害防治甲级资

质，共 100多项施工资质。并经商务部批准，享有对外经营权。集团公司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和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

集团所辖 12个子公司、3个专业分公司、12个区域经营指挥部，以及成绵乐铁路、沪昆铁路、宁启铁路、

云桂铁路、张唐铁路、青连铁路和阿尔及利亚高速公路等 20多个直属工程项目部。

集团公司前身为铁道兵第四师，现为国有法人独资公司，大型国有企业，注册资本：31.1亿元。集团现

有员工 2200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9039人，高级职称 1565人，中级职称 2870人，一级注册建造师 736

(1095)人次，有 160多人被评为全国及省部级优秀项目经理。

企业总资产 286亿元，年施工能力达 600亿元以上，拥有各类大中型机械设备 4000多台(套)，原值 50多亿

元，盾构机 50多台。2004年开始步入 BT、BOT等资本运营项目，项目代建和房地产开发。并积极开拓海外市

场，自 2003年以来已成功进入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沙特等 18个国家，承建海外工程达 300亿元以上。

集团公司先后参加了京九、秦沈、青藏、京沪、武广等 80多条、长达 4000余公里的铁路干支线、客运专

线和高速铁路的建设;担负过 300多条、3800多公里高速公路和国道主干线的施工任务;承建的特大桥、高

架桥、大型立交桥有 150多座;已贯通隧道里程 800多公里;承建的首都、浦东、白云等机场达 20余个，高层

建筑 120多座，总建筑面积达 400多万平方米;还参加了北京、南京、上海、哈尔滨等 30多个城市的轨道交

通建设;先后运作了江苏太仓港区、四川五一桥水电站、南京长江隧道、扬州瘦西湖隧道、芜湖长江隧道等

20多个资本经营项目，总投资 400多亿元。

截至目前，集团公司获得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1项(南京长江隧道)、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 9项、鲁班奖

21项、国家优质工程奖 31项、省部级优质工程奖 225项、市政工程金奖 16项，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5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66项。集团公司三次获评为全国“技术创新先进企业”、三次荣获“全国优秀施工企

业”称号;首批荣获全国建筑业 AAA级信用企业;先后荣获“创鲁班奖特别荣誉企业”和“创鲁班奖工程突出

贡献奖”称号;南京长江隧道工程盾构施工 5项纪录成功入选“中国企业新纪录”。先后荣获“中国企业文化

建设示范单位”、建国 60周年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十佳单位”和“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

号。作为国内盾构施工领域的专家，我们多次穿越江、河、湖、海、泉，以及城市繁华区，凡是有地铁施工的地

方就有中铁十四局集团，并且得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高度评价：中铁十四局集团掌握了地铁盾构施工的

核心技术，在这一领域拥有绝对优势，成为了国内的领军者。

你想站在世界盾构施工领域的最高峰吗?!快加入我们吧!

二、招聘事项

1、按照国家规定，为职工缴纳五险二金。

2、见习试用期工资：本科生 5000元 /月左右，不含其他补贴和效益工资，茅以升班、詹天佑班、卓越班的学

生，企业按技术专家重点培养，每月享受 3000-8000元补贴，研究生、博士可直接定级定薪;见习期满后，年

薪平均在 10万元以上，三年后成长为专业技术骨干，年薪平均在 20万元以上。

3、职工食宿均由单位负责安排，所有项目均实现办公、生活 wifi全覆盖，每间宿舍 1-3人，并且配备空调、

暖气;技术骨干单间。

4、全部解决学员落户需求，主要落在济南、青岛、南京，特别优秀的可解决北京户口，并且在北京分配福利房。

5、招聘专业：土木工程、铁道工程、桥梁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建筑学、房建工程、轨道

交通工程、测绘工程、工程力学、岩土工程、港口巷道与海岸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无机非金属材料、材

料科学与工程、地质工程、采矿工程、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水利水电工程、安全工程、给排水、电气化工程、

机械工程、机电一体化、暖通、通信信号、接触网(电气)、消防工程、物资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金融、

税务、汉语言文学、新闻、法学等。

招聘学历：本科(二本及以上)、研究生、博士。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方式：0531-88386241，18754168566
邮箱：825403883@qq.com 邮编：250014 单位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奥体西路 2666号

2017益阳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招聘 2人

一、招聘计划
全州共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8名。

二、招聘对象
在我州服务期满两年且考核合格的在岗大学生

村官(服务期时间截止到 2017年 9月 30日)，原

已录(聘)用或解聘的大学生村官不属本次招聘

对象范围。

三、招聘方法
1、报名及资格审查

①报名时间：2017年 10月 17日至 10月 19日下

午 5：00。

②报名地点：各县市的报名对象到县市委组织部

报名，各县市委组织部汇总后统一报州委组织部

组织指导科。

③报名方式：采取现场报名方式进行。报考人员

从网上自行下载并填写《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一式两份，报名表背

面应粘贴身份证正面复印件，报名时须携带本人

有效身份证、毕业证及要求的相关证件。每名考

生须交考务费 100元。

④资格审查。各县市委组织部负责对本县市报考

对象进行资格初审，州委组织部组织指导科对全

州报考对象进行资格复审。

2、笔试

笔试由州委组织部和州人社局统一组织实施。考

试时间：2017年 10月 21日。考试地点：吉首市城

区(具体见准考证)。考试科目为《公共基础知识》

和《职业能力倾向测验》两科，每科满分 100分。

按《公共基础知识》占 40%，《职业能力倾向测验》

占 60%的比例合成笔试成绩后，再按笔试成绩占

60%、聘期实绩考核成绩占 40%计算合成笔试总成

绩。考试范围以《湘西自治州 2017年事业单位招

聘工作人员 <公共基础知识 >和 <职业能力倾

向测验 >考试大纲》为准。

3、面试

面试依据笔试总成绩原则上由高分到低分按招

聘计划数与报考人员 1:2的比例确定面试对象。

达不到比例的，经州委组织部、州人社局同意后，

根据实际情况可降低开考比例。如笔试总成绩相

同的，则按聘期实绩考核成绩、《职业能力倾向测

验》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排名，直至分数不同为止。

面试工作由州委组织部、州人社局负责组织实

施。

4、体检

面试结束后，按面试成绩占 60%、笔试总成绩占

40%的比例合成考试综合成绩，按考试综合成绩

从高分到低分等额确定体检对象。如考试综合成

绩相同的，则按照笔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行

排名。体检参照新颁公务员体检标准和办法执

行，由州委组织部、州人社局负责组织实施。

5、考核

体检合格的人员为考核对象，考核合格的即为拟

聘用对象。如体检不合格或考核不合格出现空额

的可依次进行递补。考核由州委组织部、州人社

局负责组织实施。

6、聘用

拟聘对象经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办理聘用审批

手续。签订聘用合同，实行聘用制管理，试用期为

3个月，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资格。

四、本招聘简章由州委组织部、州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招聘工作联系与查询方式
查询方式：

http://www.hnredstar.gov.cn/zizhizhou/

http://rsj.xxz.gov.cn/

联系方式：

州委组织部组织指导科 0743-8222266

州人社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0743-8713162

州人事考试院：0743-8222104

吉首市委组织部：0743-8520604

泸溪县委组织部：0743-4263373

凤凰县委组织部：0743-3221255

古丈县委组织部：0743-4723448

花垣县委组织部：0743-7218031

保靖县委组织部：0743-7727431

永顺县委组织部：0743-5235729

龙山县委组织部：0743-6233360

2017湘西州从服务期满两年以上
在岗大学生村官事业单位招聘 8人公告
根据中组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意见 >的通知》(组通字

[2012]36号)和州委办、州政府办《关于切实做好大学生“村官”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州办发

〔2010〕10 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从我州服务期满两年以上在岗大学生村官中招聘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现将招聘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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