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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务员公开遴选办法（试

行）》（中组发〔2013〕3号）、《湖南省公务

员公开遴选办法（试行）》（湘人社发

〔2016〕14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机关事

业单位人员流动调配工作的意见》（株

组〔2016〕96号）等文件规定，市委组织

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开展

2018年上半年市直机关集中公开遴选

（选调）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

人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遴选职位与计划
本次市直机关共计划公开遴选（选

调）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

员）12名。（职位具体见第 1招考）。

二、报名范围与条件
（一）报名范围

面向全省市州以下实施公务员法

的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

位（包括中央、省垂直管理在市州的单

位），已进行公务员登记或参公登记、在

编在岗的公务员（参公人员，下同）。

（二）报名条件

1.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品行

端正；

2.具有 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和 2

年以上公务员工作经历（含试用期），在

现单位工作 1年以上，新提拔的应在现

职岗位任满 1年；

3.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4.年龄一般在 35周岁以下（1982年

4 月 8 日以后出生，其他情况依此类

推），具体要求见职位表；

5.公务员年度考核均为称职以上等

次；

6.身体健康；

7.具有职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

参加公开遴选：

1.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有关专门

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2.受处分期间或未满影响期限的；

3.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到定向单位

工作未满服务年限或对转任有其他限

制性规定的；

4.尚在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的；

5.存在违规破格提拔、突击提拔等

违反干部选拔任用政策规定尚未作出

处理的；

6.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的其

他情形。

报考者不得报考转任后即构成应

回避关系的遴选职位。

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公务员工作经

历等计算时间截止至 2018年 4月。

三、报名程序
本次公开遴选实行网上报名、网上

资格初审、网上打印准考证。

（一）网上报名和资格初审

1.网上报名时间：2018 年 4月 8日

9：00至 4月 12日 17:00，每名报考者仅

限报一个职位。请报考者登录株洲人事

考试网（http://www.zzrsks.gov.cn/）的网

上报名系统报名。

2.上传照片：报考者上传本人近期

免冠 1寸正面电子照片，蓝底或红底，

格式为 jpg或 jpeg，大小范围需控制在

5－20K 内，宽高比调整参考：1 比

1.2-1.4左右，照片像素的参考数值：宽

度 130左右，高度 170左右。电子照片

要求清晰可辨。

3.网上资格初审时间：2018年 4月

8日 9：00至 4月 13日

17:00，各遴选单位对报考者提交的报考

信息应及时完成资格初审，并通过报名

系统反馈资格初审结果。

4.报考人数与职位遴选计划数的比

例不得小于 5：1。低于 5：1的，核减遴选

计划，直至达到开考比例；核减遴选计

划仍不能达到开考比例的，取消遴选计

划。报考取消遴选计划职位的人员，请

及时与市干部考试培训中心联系，可在

规定的时间内申请改报符合条件的其

他职位。

报考者须严格按照公告和职位表

要求，选择符合条件的职位报名。报考

者提供信息须真实、准确，在任一环节

发现不符合条件或报考信息不属实的，

取消遴选资格，责任由考生自负。

（二）打印准考证

通过资格初审的考生于 2018 年 4

月 23日 9:00至 4月 27日 17:00自行从

网上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并按照准考

证上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

四、笔试
笔试由市公务员主管部门统一组

织实施。笔试必考科目为公共科目，主

要测试政策理论水平、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应变处置能

力、决策分析能力、依法行政能力）、文

字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需进行专业知

识测试的职位，专业知识测试在笔试当

天下午进行。笔试不指定考试范围，公

共科目和专业知识测试总分均为 100

分。

五、笔试时间与地点
笔试时间：2018年 4月 28日（星期

六）。笔试具体时间、地点安排详见准考

证。笔试成绩于 2018年 5月中旬在株

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http:

//rsj.zhuzhou.gov.cn/）、株洲人事考试网

（http://www.zzrsks.gov.cn/）公布。

中共株洲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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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株洲市市直机关公开遴选（选调）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员）公告

一、招聘计划与岗位
本次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共 329

名。其中：面向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或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高层次人才

招聘 43名；面向 985、211高校 2018届

毕业生招聘 58名；面向社会其他人才

招聘 228名。具体岗位情况及条件见

《2018年株洲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岗位表》（具体见第 1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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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行端正；

3.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和

工作能力；

4.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即 2000 年

3月 8日以前出生），具体年龄要求以岗

位要求的为准（如 35周岁及以下是指

1982年 3月 8日以后出生，其他年龄依

次类推）；

（二）岗位所需的其他资格条件（具

体见第 1招考）。

1.报考人员的专业应严格按照毕业

证书填写。本次招聘，专业认定参照

《2018年湖南省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指

导目录》（以下简称《目录》），所学专业

已列入《目录》、但未列入招考岗位专业

的，不符合报考条件；所学专业未列入

《目录》的，由招聘单位提出意见，报市

委组织部或市人社局认定。

2.本公告所称全日制毕业生指纳入

国家全日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并

通过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的毕业

生，此类人员录取时须提供全国统一的

派遣报到证。

3. 招聘岗位要求有工作经历的，报

考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工作经历。全日

制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参加社会实践、

实习、兼职等经历，不能视为工作经历。

4. 岗位要求取得相关资格证书的，

必须在资格复审时提供岗位要求的证

书原件（2018届毕业生毕业证和资格证

原件必须在 2018年 7月 31日前提供，

否则取消聘用）。

5.考生户籍是指考生资格复审时应具

有岗位要求的户籍，以户口簿为准。

（三）不得报考的情形

1.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

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以及刑事处罚期

限未满或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

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员。

2.在各级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

聘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考试纪

律行为尚在禁考期限内的人员。

3.现役军人。

4.在读的非 2018年应届毕业生（在

读的全日制非 2018届毕业生不能以已

取得的学历、学位证报考）。

5.未满最低工作服务期限的人。

6.法律规定不得聘用为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7.报考人员不得报考聘用后即构成

应回避关系的岗位。

以上工作经历等计算时间，均截止

至 2018年 7月 31日，年限按足年足月

计算。

三、报名时间、方式及要求
（一）报名时间

1.到高校设立报名点、考点，面向

985、211 高校 2018 届毕业生岗位的报

名时间详见《岗位表》。

2. 其他岗位报名时间为 2018年 4

月 8日上午 9:00-2018 年 4 月 12日下

午 17:30。

（二）报名方式

1.到高校设立报名点、考点，面向

985、211 高校 2018 届毕业生岗位的采

取现场报名方式进行，具体报名地点详

见《岗位表》。

2.其他岗位仅采取网络报名，报名

网址：株洲人事考试网 www.zzrsks.gov.

cn。

（三）网络报名要求

每名报考者只能报考一个岗位，多

报无效。报名时，请考生登录株洲人事

考试网 www.zzrsks.gov.cn，进入“2018

年株洲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

人员报名入口”，按要求填报信息并上

传电子照片。

报名与参加考试使用的身份证必

须一致。

准考证由考生在网上自行下载打

印，下载打印时间为 2018年 4月 26日

上午 9∶00-4月 28日下午 17∶30。

（四）本次招聘不收取考生报考费。

四、考试
本次招聘采取笔试、面试、实际操

作能力测试、考察考核等方式进行。具

体各岗位考试方式详见《岗位表》。

笔试时间为 2018年 4月 29日，笔

试地点详见准考证。考生必须携带有效

身份证件和从网上打印的准考证参考，

两证缺一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5月中

旬考生可通过报名网站查询笔试成绩。

中共株洲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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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株洲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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