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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湖南省科学技术馆公开招聘劳务派遣工作人员

2017岳阳县公安消防大队招聘公告
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意见》、公安部《关于加快发展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的指

导意见》等文件精神，缓解现役警力不足的问题，岳阳县公安消防大队面向社会公开招录政府专职消

防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和人数

为岳阳县公安消防大队招聘合同制消防员袁计划招录 10人。

二、招聘条件：

(一)热爱消防事业袁遵纪守法尧无不良嗜好尧无违纪犯罪记录袁身体健康遥
(二)年龄为 18周岁至 28周岁袁身高不低于 1.65米;

(三)具有高中(中专)毕业以上文化程度遥
(四)退伍军人尧职业院校的消防尧汽修尧水电工尧计算机尧新闻尧汉语言学和文体等专业的毕业生可视情
适当放宽条件遥
三、工资和待遇

每月轮休假 8天袁工资 3800元 /月袁含五险;上班期间包食宿袁制服遥
四、报名时间

9 月 30 日 -10 月 20 日 遥 报名者将自己的个人简历发送至邮箱 袁 等待招聘电话 遥 报名邮箱 院
976961860@qq.com遥 咨询电话院0730-7602988遥

岳阳县公安消防大队

2017年 10月 10日

2017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街道招聘公告

湖南省地震局招聘地震监测临时工作人员

一、单位简介
湖南省科技馆是湖南省科协直属事业单位袁是
全省唯一的省级综合性科技馆袁 是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和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科普

教育阵地遥 湖南省科技馆的主要教育形式为互
动式尧体验式展览教育袁包括常设展览和短期专
题展览尧特效影视袁以及各类科普教育活动等遥
因工作需要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多名工作人员袁
采用劳务派遣用工方式来湖南省科技馆工作遥
招聘具体事宜公告如下院

二、招聘原则
按照 "公开尧平等尧竞争尧择优 "的原则袁公开招
聘尧严格考核尧择优聘用遥

三、招聘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遵纪守法袁品行端正袁政治素质好袁专业知
识扎实袁有开拓创新精神;

(三)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

(四)适应岗位的身体条件;

(五)具备岗位所需要的其它条件;

(六)符合规定的学历尧年龄及专业要求遥
四、招聘岗位及要求

见附表 1院岗位需求表
五、招聘程序与办法

(一)报名和资格初审

1. 报名时间院2017年 10月 18日 -10月 23日

(上午 9:00至下午 17院00)遥
2.报名方式院本次报名采取现场报名袁不接受其
他形式报名遥 报名时应附本人近期 1寸免冠彩

色照片袁 报名地点院 省科技馆 A馆人事部 201

室(长沙市天心区杉木冲西路 9号)遥
3.资格初审院报名结束后 3天内袁用人单位根据
招聘岗位所需条件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初审遥
如报名材料中缺少上述要求的有关材料袁 则不
予通过资格初审遥 资格初审通过后省科技馆会
电话通知应聘人员, 通过资格初审的报名人员

取得面试资格遥

(二)资格复审尧面试
1尧资格复审院应聘人员应携带本人签字的报名
表袁身份证尧学历和学位证书尧职业资格证书袁工
作经历证明 (劳动或聘用合同及社保缴纳记录

证明)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1份袁按指定时间尧
地点参加资格复审遥 未按规定时间和规定要求
提供相关材料参加资格复审的应聘人员不能进

入面试环节遥入围面试人员提供的证件(证明材

料)不全或与报考资格条件不相符的袁取消面试
资格遥
2尧资格复审地点院省科技馆 A馆会议室(省科技

馆 A馆二楼)遥
3尧面试内容院主要考查岗位匹配性尧适应能力尧
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等遥
4尧面试时间院暂定 2017年 10月 26日左右遥 具
体时间尧地点另行通知遥面试当天未按时到达面
试地点的袁视为放弃面试遥

六、体检
面试合格袁按招聘人数 1∶1的比例确定体检人

员袁具体体检时间尧体检医院另行通知遥
七、签订劳动合同

体检合格者视为拟聘用人员袁 与劳务派遣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后派遣至湖南省科技馆工作,试

用期二个月遥
八、相关待遇和其它事项

聘用人员的工资尧福利尧社会保险尧住房公积金
等待遇参照事业单位有关规定执行遥

九、咨询
有关本次招聘工作具体问题袁 请向用人单位人
事部直接咨询遥
咨询电话院 0731-89808500

联系人院陈洋平
附 件 院http://job.hnmsw.
com/show_zhaopinyg.php?articleID=73586

湖南省科学技术馆

2017年 10月 9日

2017长沙开福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招聘工作人员
长沙县青松老年公寓创办于 2009年袁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袁公寓位于长沙县安

沙镇谭坊村黄兴大道旁(东八线星通 3路青松老年公寓站)遥 公寓在长沙县委尧县政府的
重点支持下袁投资 5亿元高标准建设现代化的老年公寓袁重点打造一个集生态尧休闲尧
旅游尧医养结合尧党建教育尧孝文化传播等功能为一体的全国性的小康养老示范性公寓袁
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袁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先进社会组织袁是全
国 7万多家公办民办老年公寓中袁唯一获得两个国家级奖项的养老机构遥
几年来袁公寓累计接纳 1000 多位老人入住公寓袁现有员工 100多位遥 为推进长沙

县"医养结合"发展步伐袁长沙县青松老年公寓投资 1100万元建设长沙县青松医院袁总
改建面积为 3500m?袁拟设置妇科尧中医科尧急诊医学科尧预防保健科尧检验科尧影像科遥因
医院发展需求袁现面向社会招聘各岗位优秀人才袁一经采用待遇从优袁包吃住袁五险遥

护理人员，执业护师 3800元 /月

护士 3600元 /月

护卫专业毕业暂时无证 2800元 /月

公寓地址：长沙县安沙镇谭坊村黄兴大道(东八线)星通 3路青松老年公寓站

联系人：谢崴 15973182675(办公室主任)

一、招聘职位

招聘党政综合办公室文字工作人员 2名，

男女不限遥
二、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院
思想进步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袁无违纪
违法记录遥
身体健康袁有较强事业心和责任感袁有团队合作精
神袁能吃苦耐劳遥
(二)具体要求院
1.大专及以上学历袁有相当的文字工作能力和语
言组织能力遥
2.有从事行政事业机关文字工作经历遥

三、报名流程

1.报名地点院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街道党政综合
办公室(岳麓区望城坡街道办事处 3058 室);
2.咨询电话院82467748
3.报名时须知院(1)学历尧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遥
(2)身份证原件或其他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遥 (3)
近期 1 寸免冠彩色照片 2张遥 (4)个人简历遥

四、相关待遇

被聘工作人员实行劳动聘用制遥一经录用袁工资为
5000 元/月袁购买五险袁合同一年一签遥
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街道办事处党政综合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12日

因工作需要，街道办事处拟临时招聘一批工作人员。具体事项如下：

一、招聘职位
开福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非公务员)1人遥
二、招聘条件
1尧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袁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
2尧政治素质较高袁有较强的事业心尧责任感袁注重团队
精神袁热于奉献;
3尧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袁文科或相关专业;
4尧具有较强的文字组织能力袁能熟练使用Word尧Excel
等软件袁熟悉一些基本网络维护等知识(有两年以上
文秘工作经历的优先考虑)遥
5尧年龄在 30周岁以下的女性遥
三、报名
(一)报名时间
2017年 10月 12日- 10月 18日 17:00前遥
(二)报名方式
本次招聘采取网络报名方式袁应聘人员将简历尧个人
证书等发送至邮箱院764223802@qq.com或
275790788@qq.com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院龙静
联系电话院0731-84558000
地址院芙蓉北路开福区政府机关大院一办 213办公室
四、招聘程序
(一)简历筛选
对应聘人员的基本信息进行审查袁根据简历情况进行
筛选遥 通过筛选的进入后续环节遥
(二)能力测试
采取纸笔测试的方式进行遥
(三)面谈
由中心领导及办公室主任与应聘人员进行深度面谈袁
全面深入了解相关情况遥
(四)体检和考察
根据能力测试和面谈情况袁按 1:1确定体检和考察人
员名单遥

五、聘用人员待遇
签订劳务派遣合同袁执行开福区人事部门规定的工资
福利标准袁购买五险一金袁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遥

开福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2017年 10月 12日

因工作需要，开福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2017年长沙市长沙县青松老年公寓招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和名额
局监测中心地震监测岗位专业技术人员 2名

二、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纪守法袁品行端正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3.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4.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文化程度尧知识和
能力;

5.具备招聘岗位所要求的其它条件资格遥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报考院
1.曾被开除公职的;

2.受党纪尧政纪处分袁处分期未满的;

3.因涉嫌违法违纪袁正在接受审查的;

4.其它不符合报考资格条件的遥
(二)岗位条件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袁理工科专业袁熟悉计
算机操作袁具有地震分析工作经历者优先(因

此岗位需值夜班袁适合男性)遥 研究生学历的年
龄要求 32 岁以下袁本科学历的年龄要求 30 岁

以下遥
三、招聘程序

(一) 报名遥 采用现场报名或电子邮件报名方
式袁其余方式不予受理遥报名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12 日 -2017年 10月 25 日遥联系人院伍女士袁
联系电话院0731-85642511
1.现场报名

报名者下载并填写附件叶湖南省地震局公开招
聘临时工作人员报名表曳袁将报名表和身份证尧
毕业证尧学位证尧职称资格证尧1 寸近期彩色免
冠照片等有关资料交本局人事教育处遥
现场报名地点院湖南省地震局人事教育处(701

办公室)(长沙市中意一路 326号)遥
2.电子邮件报名

报名者下载并填写附件叶湖南省地震局公开招
聘临时工作人员报名表曳袁将报名表和身份证尧
毕业证尧 职称资格证尧1 寸近期彩色免冠照片
(扫描件) 等有关资料发送至湖南省地震局人

事教育处电子邮箱 83385351@qq.comn遥遥 (报名

格式 " 姓名 +报名资料 ")遥
(二)初审及复审遥 人事部门根据报名材料进行
考核遥 复审须提供身份证和学历学位证等原
件遥
(三)考试考评遥 报名结束后袁组织所有人员集
中考核袁具体时间尧地点另行通知遥 (由业务部

门组织)遥
(四)体检(参照机关公务员招录有关标准袁如
需复检只能一次)遥
(五)考察遥
(六)研究确定遥
(七)聘用遥

四、有关待遇
1尧 聘用合同期限为两年 (其中试用期为两个

月)院本科生每月工资为 4000元袁研究生每月工
资为 4500 元 (本科生试用期工资为每月 3500

元袁 研究生试用期工资为每月 4000 元)遥 聘期
内按国家有关政策办理五险袁由劳务派遣公司
实施管理遥
2尧工作日提供早尧中餐(食堂饭卡形式)袁住房自理遥
3尧享受与在职职工节假日同等的福利待遇遥
五尧其他
报名地点院湖南省地震局人事教育处(701 室)

(长沙市中意一路 326号)遥
联系人院伍女士
联系电话院15874249057尧0731-85642511
附件院
http://job.hnmsw.com/show_zhaopinyg.php?

articleID=73573

根据用人部门申请及工作需要袁急需招聘 2名地震监测临时工作人员遥 具体如下院
根据单位工作需要，湖南省科学技术馆委托湖南省湘辉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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