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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招聘
中国铁路西安局招聘 2019届毕业生 2242人，高职学可报
调车作业，行车组织，客货运输组织，货运营销，客运乘务：铁道交通运营管理及其

他铁路相关专业，500人

机车驾驶与检修：铁道机车车辆及相关专业，580人

车辆检修、动车组检修：铁道车辆、动车组检修及相关专业，562人

线路、桥梁、隧道检修：高速铁道技术、铁道工程技术、铁路工程机械及相关专业，

300人

接触网、电力线路检修：电气化铁道技术及相关专业，120人

信号、通信设备检修：铁道通信信号、高速铁路信号控制、铁道通信技术及相关专

业，130人

房建、站舍、给水设备检修与维护岗：位建筑工程、工程造价、给排水、土木工程等铁

路相关专业，50人

电子邮件：xatljgzzp@163.com

报名时间：2018年 9月 17日至 9月 26日

咨询电话：029-82322652（报名期间工作日 9:00—12:00、15:00—18:00）

长沙市环境保护局招聘
长沙环境资源交易所

环境管理：1人，35岁以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计划内统招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

上。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化学类、化学工程与技术类，具有 2年及以上环境保护工作

经历。

综合管理：1人，35岁以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计划内统招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

上。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具有 2年及以上文字综合工作经历。

长沙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控中心

尾气监测技术管理：1人，30岁以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计划内统招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

1.本科专业：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 2.研究生专业：车辆工程，具有 2年及以上

汽车行业工作经历；硕士研究生或具有机械类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年龄放宽

至 35周岁以下。

报名时间：2018年 9月 25日(周二)9:00—9月 28日(周五)16:30

咨询电话：长沙市环境保护局人事处 0731-88667869

长沙市总工会所属事业单位招聘会计、信访接待等
长沙市第二工人文化宫 办公室 1人，30岁以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计划内统招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有两年及以上文字综合工作

经历,熟练掌握各种文体写作，能胜任各类文字工作。

长沙市职工服务(帮扶)中心 会计 1人，35岁以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计划内统招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会计学、财务管理、会计、企业管理(财务管理方向)，具有初级

及以上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有三年及以上会计工作经历。

长沙市职工服务(帮扶)中心 信访接待 1人，35岁以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计划内

统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法学类，两年及以上法律工作经历。

网络报名时间：2018年 9月 25日(周二)9:00—9月 28日(周五)16:30

报名考务咨询电话：长沙市总工会组织部 0731-82223663

长沙市第四医院招聘 90人
急诊科 5人，30岁及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急诊医学、重症医学、神经病学、内

科学(心血管病、呼吸病学、内分泌及代谢病学方向等)、基础医学解剖学，具备医师

执业证、规培证，本科学历者须有二级及以上医院临床工作经历。

儿科 1人，35岁及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临床医学，具备执业医师证、规培证。

产科 1人，30岁及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妇产科学，具备执业医师证、规培证。

口腔科 1人，35岁及以下，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口腔临床医学(颌面外科方向、口

腔正畸方向)具备执业医师证、规培证。

重症医学科 2人，35岁及以下，全日制硕士及以上，急诊医学、重症医学 具备

执业医师证、规培证。

急救分站 3人，30岁及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临床医学，具备执业医师证、规培

证。

心内一科 1人，30岁及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五年

制)，执业范围为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专业，有二级及以上医院临床工作经历。

查看更多岗位，请下载就业吧 APP。

报名时间：2018年 9 月 26日上午 8:30至 9月 27日下午 17:00

报名地点：长沙市第四医院行政综合楼二楼人事科

咨询联系电话：0731-88835131(人事科)

永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招聘窗口工作人员
应届毕业生优先

要求女性，大专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或毕业两年之内)，计算机或广告设计专业

优先，能熟练使用办公软件。

报名及联系方式：有意者请携带简历现场报名或将简历发送至邮箱 68268297@qq.

com，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报名地址：冷水滩区潇湘大厦一楼

联系电话：18674622211

长沙学院第三轮招聘教学、管理人员
土木工程学院

教学科研 博士研究生 1人

机电工程学院

教学科研(学科带头人)：机械工程 博士研究生且教授 1人

教学科研(学科方向带头人)：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究生且教

授 1人

教学科研：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究生 1人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数学学院

教学科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究生 1人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教学科研(学科方向带头人) 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博士研究生且教授 1人

教学科研 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究生 1人

教学科研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机械工程、交通信息工程及控

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研究生 1人

实验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研究生 1人

>>>查看更多岗位，请下载就业吧 APP

政策、报名咨询电话：0731-84261382、84261360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招聘教师、教练、会计
语文教师、数学教师、英语教师、化学教师、政治教师各 1人，40 岁以下，1.具

备中学、中专或高校教师资格证，且与教师资格证上的任教学科一致；2.具

备省级以上人社、教育行政等部门计算机考试合格证或全国职称计算机考

试两个模块的合格证；3.语文教师普通话一乙及以上，其余要求二乙及以上。

武术教师、田径教师、高尔夫教师各 1人 40岁以下，具备中学、中专或高校

教师资格证；具备省级以上人社、教育行政等部门计算机考试合格证或全国

职称计算机考试两个模块的合格证;普通话二乙及以上；具有 3年及以上、

中学及以上学校相关专业教学工作经历。

跆拳道教练 1人，40岁以下，具有 1年及以上、市级及以上本专业运动队带

训工作经历。

会计 1人，40岁以下，具备会计从业资格证，3年及以上专职财务工作经历。

报名时间：2018年 9月 25日(周二)9:00—9月 28日(周五)16:30

咨询电话：长沙市体育局人事处 0731-89662967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人事科 0731-84655018

中南大学 2019 年招聘 19 名辅导员
岗位 1.二级学院辅导员，不少于 13人，女生不超过 5人；

岗位 2.懂“双语”少数民族辅导员，不超过 2人，男女不限；

岗位 3.国际学生辅导员 4人，女生不超过 2人。

招聘初选：10月 12日前

学生工作部：李老师

联系电话：0731-88876628、13467677677

工作邮箱：fdy-csu@csu.edu.cn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引进 6 名医学类教师
医学类教师(1)，全日制本科，2人

对应的专业：医学影像学、医学影像技术、眼视光学、眼视光医学、口腔医学，

具有卫生系列副高职称，且有连续 5年(含)以上二级甲等及以上医疗机构

临床工作经历;其中为国控专业(口腔医学专业)的具有卫生系列副高职称，

且有连续 5年二级甲等及以上医疗机构临床工作经历的，年龄可放宽至 50岁。

医学类教师(2) ，本科，4人

对应的专业：护理学、康复治疗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医学影像学、医学影

像技术、眼视光学、眼视光医学、药学、医学检验技术、口腔医学，必须具有卫

生系列正高职称或医学博士学位。

1.具有卫生系列正高职称 5年任职资历的人员，或具有卫生系列正高职称

且现任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科室主任的人员，年龄均可放宽至 52岁。

2.具有医学类博士学位且本科专业为医学类教师(2)岗位所对应的专业。

报名时间：2018年 9月 28日 -2018年 10月 10日。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0731-5851910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招聘 43 人
专任教师和辅导员(班主任)40人

专业要求：电子商务、会计、自动化、船舶船体、游艇设计、焊接自动化、粮食

工程技术、园林技术、畜牧、工程价造、汽车维修、车辆工程、电气工程、应用

电子、体育(足球)、财务会计(男)、信息技术等。

基本条件：专任教师应聘人员学历要求必须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其

第一学历须为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本科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35周岁以下。

学科带头人 3人

专业要求：船舶工程专业、电商、现代农业技术

基本条件：博士以上学历或副高以上职称，有 5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 12月 31日

联系电话：0737-4625622、13973700201

QQ号码：1421370852

高校招聘

湖南运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 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 1人

储备干部 中专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优先 10人 4000～5000元

E-mail：ydzshr@yundagroup.com

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类

结构设计工程师 土木工程、结构设计 6人

建筑设计工程师 建筑学、建筑设计 4人

给排水 /环保设计工程师 给排水、环境工程 6人

电气设计工程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人

仪表自控设计工程师 过程控制与仪表、自动化 3人

暖通设计工程师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4人

热能动力设计工程师 热能动力与工程 3人

机械设计工程师 机械工程 2人

概预算工程师 技经概算、工程管理 2人

纸浆造纸设计工程师 制浆造纸工程 3人

化工管道设计工程师 制浆造纸、轻化工程、化工 6人

通信设计工程师 通信工程 2人

项目管理类

海外商务助理 工科、英语 2人

物流工程师 物流、国贸 4人

电气仪表监造工程师 电气工程或自动化专业 2人

监理管理类

监理员 工民建、工程管理、水暖电 10人

联系电话：0731-85584411

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新兴路 268号

湖南博长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类：业务员，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物流管理类 15人，年收入 8万～14万

财务类：出纳、会计 财会类相关专业 10人，年收入 5万～7万

运营类：业务内勤 财会类相关专业 10人，年收入 5万～7万

人资 /行政管理岗 人力资源管理或工商管理专业 2人，年收入 5万～7万元

联系人：郭生生 15574372068

公司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三段 36号喜盈门国际大厦 30楼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技术岗 机械 / 电气 / 液压 /控制 / 自动化 / 动力 / 车辆工程 110

人，13万～18万 /年

制造质量岗 机械 /电气、液压 /物流 /工业工程等 70人，6万～10万 /年

人力行政岗 管理类 6人，6万～10万元 /年

财务岗 财会类 8人，6万～10万元 /年

商务采购类 机械 /物流类 2人，6万～10万元 /年

营销服务岗 英语 /机械 /财会 /国贸 /营销 /管理类 20人，(上不封顶)

联系人：刘超 15575882431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现场技术类 车辆工程 /机械 /机电 /电气自动化 /测控技术 /材料类 40

人 10万～13万元 /年

名企招聘

扫码看招聘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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