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认真做好稳就业工作，落实“保居民
就业”任务，进一步创新就业工作机制，拓
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根据《关于做好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的实施意见》（莆毕就〔2020〕1号），实施“十
个一批”扩岗行动，结合城厢区部分机关事
业单位补充用人需求，现面向城厢籍应届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含离校 2 年内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及基层服务项目期满 2 年考核
合格毕业生）公开招聘城厢区部分机关事
业单位非在编工作人员 61名。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具体招聘岗位详情请登录中国海峡人才

网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平台（网址：ksbm.hxrc.
com）进行查询。

二、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户籍在城厢

区）；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

无违法违纪记录；
3.品行端正，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有较

强的责任感，能吃苦耐劳，愿意履行非在编聘
用人员义务；

4.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
体条件；

5.岗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二）不得报名、聘用情形
1.现役军人；
2.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在读的非应届毕

业生（即 2021年及以后才学业期满的全日制
普通教育学生）；

3.曾因犯罪受过或正在接受刑事处罚的
人员；曾被开除公职、辞退的人员；涉嫌违法
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
员；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
审查的人员；

4.受聘报考岗位即构成本公告第四部分
第二项回避关系情形的人员；

5.经城厢区非在编工作人员公开招聘工
作领导小组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招聘程序
（一）公开发布招聘信息及报名
1.发布招聘信息：
招聘信息在城厢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www.chengxiang.gov.cn）、中国海峡人才网
莆田频道（pt.hxrc.com）发布。

2.报名时间：2020 年 8 月 13 日至 26 日
（17∶30）。

3.报名方式及注意事项：
（1）本次考试报名采用网络报名方式进

行。报考人员须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登录中
国海峡人才网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平台（网
址：ksbm.hxrc.com）进行报名。

（2）报考人员一次只能报考 1个岗位，应
谨慎选择报考岗位，提交并通过网上资格初
审后便不能再更改报考岗位，并以通过资格
初审的岗位参加考试。提交报名但审核不通
过的，可以在规定时间内修改后再次提交。

（3）报考人员报名时须认真阅读公告并
仔细对照招聘岗位资格条件，确认自己符合
公告规定及拟报岗位条件方可报名，并须对
本人的报名资格及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
责。提供虚假材料或信息的，一经查实，即取
消报考或聘用资格。

4.报名材料：
报考人员须通过招聘平台上传以下材料

（全部为扫描件或足够清晰完整的照片）：
（1）《莆田市城厢区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非在编工作人员报名表》；

（2）身份证、户口簿（户主页和本人页）、
学历、学位证书（大专无需提供）及岗位要求
的其他资格证书，若应届生未取得学历学位
证书的须上传学校《就业推荐表》；

（3）“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
网）的学历查询认证信息；

（4）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还需上
传报到证（届时人社部门将核实离校2年内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的真实就业情况，如有参保
等记录，则认定为初审不合格）；

（5）以辅修专业报考的考生须提供辅修
专业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
的学历查询认证信息和在“中国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信息网”（学位网）的学位查询认证信
息；

（6）基层服务项目期满2年考核合格毕业
生还需上传考核合格证明电子版；

（7）其他材料：
①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应提供2020年县（区）级扶贫部门出具的证
明材料（加盖公章）；

②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应提供退伍证及
县（区）级退役军人事务局出具的证明材料
（加盖公章）。

符合加分政策的报考人员须在网上报名
时如实上传加分材料，报名期间未上传加分
证明材料的考生，视为放弃加分。

（二）考试资格初审
1.初审结果查询。报考人员请于 8月 28

日至 31日期间登录中国海峡人才网企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平台（ksbm.hxrc.com）查询网
络报名初审结果并修改材料，有异议者于
2020年 8月 31日（17∶30）前提出，逾期不再受
理。因报名资料填写不完善导致报名不通过
的，后果须考生自负，对不符合条件的报考
人员不再另行告知。初审合格的应聘人数与
岗位拟招聘人数的比例不足 3∶1的，原则上
相应减少该岗位拟聘人数或取消该岗位招
聘。

2.网上打印笔试准考证。网络报名初审
通过人员可于打印笔试准考证功能开放后
（开放时间另行通知），登录中国海峡人才网
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平台自助下载打印笔试
准考证。

报名、资格审查和笔试准考证打印等过程
中如遇问题，请咨询 0594-2200017（工作时
间），联系人：姚女士。

（三）考试办法
1.开考条件。各岗位须符合拟聘人员和

初审合格人数达到 1∶3以上（含）开考基本条
件。考试时间另行通知（以准考证上记载的
时间为准）。

2.笔试。考试采取笔试方式进行。具体
要求如下：

笔试采取闭卷方式，卷面分为 100分，不
设最低合格线，笔试内容为《行政职业能力测
试》，不指定复习范围。

3.加分规定：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笔试卷面分加8分，退役大学毕业
生士兵笔试卷面分加5分，可累计加分。加分
不受笔试满分限制。

（四）体检与考核
1.体检人选。根据各岗位考生总成绩，在

符合条件的考生中按高分到低分确定人选入
围体检。若笔试成绩相同的，则中共党员优
先（含预备党员），若政治面貌相同，则须加试
职业倾向测试。

城厢区非在编工作人员公开招聘工作领
导小组和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莆田分部将在体
检前对入围体检的考生进行资格复审。考生
本人无法亲自办理资格复审的，可委托他人

代为办理，但受托人应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
入围考生身份证复印件和手写委托书。复审
不合格或弃权者失去体检资格。

2.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
有关规定执行。在本市范围内随机选择体检
医疗机构（三级甲等）。体检具体时间及地点
另行通知。不按时参加体检者，视同自动放
弃资格，不另行组织体检。体检费用个人自
理。

应聘人员对体检结果有疑义的，可在得
知体检结论的 5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检，复检
只能进行一次，以复检结果为准；凡在体检
中弄虚作假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报考者，不
予聘用或取消聘用。自行到其他医疗单位
体检的一律无效。

3.政审考察。政审考察对象为体检合格
人员。侧重于考察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
核查档案以及是否有不良记录、是否违反计
划生育政策等。

4.在本次招聘的资格复审、体检、考察、入
职等任何环节出现弃权或不合格现象，则由
城厢区非在编工作人员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
组决定是否在符合条件的考生中按排名依次
递补。

（五）公示
体检、考察合格者确定为拟聘用人员，并

在城厢区政府门户网站及中国海峡人才网莆
田频道公示。

（六）办理聘用手续
本次拟聘人员实行派遣制，并约定服

务期。服务期不低于 3 年（含试用期），试
用期满经用工单位考核不合格的，退回派
遣机构，服务期内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要求
的，由用工单位报主管部门同意后退回派
遣机构。被派遣人员不得从事涉密工作
岗位，若确需安排涉密岗位需另签保密协
议。

四、其他事项
（一）工资及待遇：试用期满正式聘用后，

月应发工资 3300元（含个人应缴纳的五险一
金部分），年度考核合格的，核发一次性年终
绩效奖金7200元（按实际在岗月份核发）。同
时建立工资标准定期调整机制。

（二）严格落实回避政策。凡与招聘单位
领导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
内旁系血亲关系或者近姻亲关系的，不得被
聘用从事人事、财务、监察岗位工作，也不得
在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岗位工作。从事
招聘工作的人员与应聘人员有上述亲属关系
的，须实行公务回避。

（三）应聘人员报名时须认真阅读各岗位
招聘资格条件，确认自己符合拟报岗位条件
方可报名，并须对本人的报名资格及所提供
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考生资格审核贯穿招
聘全程，一经发现报考人员不符合公告规定，
或不符合招聘岗位资格条件，或提供虚假信
息（含考核期间提供的证明材料等），或在考
试、体检中舞弊的，或在考核中欺骗组织的，
一经核实，立即取消其考试或聘用资格，3年
内均不得报考我区编内或非在编工作人员岗
位。

（四）本次公开招聘工作由城厢区纪委驻
区 委 办 纪 检 组 全 程 监 督 ，监 督 电 话 ：
0594-2652032。

（五）与本次公开招聘考务有关的问题可
咨询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莆田分部姚女士：
0594-2200017。

（六）本次公开招聘的解释权归城厢区非
在编工作人员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所有。

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
2020年8月12日

莆田市城厢区面向城厢籍应届高校
毕业生公开招聘非在编工作人员公告

尊敬的广大人事代理单

位、代理人员（存档人员）：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

及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关于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部署要求,更好服务

广大人事代理单位、代理

人员（存档人员），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推行“无接触

服务”，进一步升级“互联

网+人才公共服务”。经过

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现

继续推出以下线上人才公

共服务项目：

一是“存档证明”网

上申办，档案保管在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的代理人

员（存档人员）（以下简称

“代理人员”），可通过中

国海峡人才网www.hxrc.
com首页“人才公共服务”

模块中“存档证明开具网

上办理”选项或“网上办

事大厅”中“出具证明”模

块，提交个人的信息，后

台审核通过后，可自行下

载打印电子存档证明；

二是档案资料复印

网上申办，代理人员可通

过中国海峡人才网www.
hxrc.com 首页的“网上办

事大厅”中“档案资料复

印”模块填写相关的信

息，提交申请，后台审核

通过后，可邮寄复印的材

料到指定地址；

三是“档案资料目录

确认书”电子签署，代理人

员可通过邮寄的方式补充

“档案缺失材料”建档（需

附上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后台审核通过之

后，发起“档案资料目录确

认书”电子签署到申请人

手机，实现全程无接触电

子化受理。（友情提醒：代

理人员受理的手机号码必

须是本人身份证实名制登

记的号码。）

“档案缺失材料”邮寄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

路36号福建人才大厦5楼
余瑶收（350001），电话：

0591-87383061；“就业报

到证”、“大中专毕业（毕业

研究生）确定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审批表”、“年

度考核表”等材料邮寄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

36号福建人才大厦4楼饶

佳收（350001）；客服热线：

0591-96345。 若 有 新 的

调整变化，将及时另行通

告，敬请关注！给您造成

不便，敬请谅解！

在此疫情防控的特

殊时期，敬请广大人事代

理单位、代理人员（存档

人员）继续支持我单位做

好工作。不在微信群、朋

友圈、微博、QQ等网络社

交圈发布传播不可靠信

息。任何与中国海峡人

才市场人才公共服务相

关事项的信息以中国海

峡人才网 www.hxrc.com
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2020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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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莆田市城厢区落实保居民
就业任务，“真金白银”援企稳岗、“云端”就业显身
手、兜底困难群众就业、强化技能人才培养……多
项举措实行，交出合格答卷。

截至7月底，全区城镇新增就业人员2222人，
完成年计划的 77.96%，帮助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976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57人，期末全区城镇
登记失业率1.65%。

政策援企稳岗

真金白银减负
城厢区出台稳就业保就业十条措施，扩大政

策补助范围，在省市优惠政策基础上，从用工服
务、岗前培训、新兴行业创业培训项目开发、企业
吸纳毕业生就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等 5个方面予
以叠加补助。

城厢区劳动就业中心主任许旭阳介绍，该区
加大援企稳岗力度，落实各项税费减免、稳岗补助
政策，累计兑现补助资金 1343.79万元。其中，为
2家企业发放2020年“两节”期间连续生产的工业
企业稳定就业奖补 7.9万元；对在 2020年春节期
间为防控疫情提供紧缺急需物资保障和产品配套
的 11家企业兑现补助资金 231.74万元；为 4家疫
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发放引进劳动力用工奖
补16.4万元；对22家疫情防控急需物资及其配套
产品的生产企业一线职工发放生活补助480.86万
元，涉及员工4938人；落实2019年“受影响企业稳
岗返还”4家，补贴资金397.14万元；为174家企业
兑现稳岗返还补助资金 190.37万元；落实阶段性
减免社保费政策，完成全区1470家参保企业的失
业保险费减免退费，退费金额 19.38万元，退费率
100%。

为做好疫情期间用工保障，城厢区在全市率
先在四川省南充市、广安市设立劳务协作工作站，
对接联系川渝两地“点对点”劳务输出，开展常态
化劳务协作，累计为区内20家企业办理“点对点”
包机、包车业务 30批次，涉及员工 960人，兑现区
级补助资金60.59万元。

拓宽就业渠道

强化就业指导
今年来，城厢区对接辖区内3家见习基地，为

32名莆田学院大学生提供就业见习岗位，保障应
届大学生离校后到入伍前的临时就业；组建由20

名在外莆籍大学生组成的联络员队伍，开展政策宣传、对接见习实
习等工作，引导莆籍在外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加大就业岗位信息
归集，收集各类用工信息325条，提供就业岗位7246多个，为各类求
职人员办理求职登记2863人次，介绍推荐就业2153人，开展职业指
导2982多人次；依托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举办线上招聘会，组织183家
企业，提供就业岗位4511个，接收简历投递1418人次，电话咨询500
多人次。

同时，扩大就业见习规模，全区现有见习基地10家，今年共征集
见习岗位50个，拟招聘见习人员185人，见习周期内每月按莆田市最
低工资标准的 150%予以企业见习补助。截至 5月底，已向辖区内 3
家见习单位67名青年见习人员，发放就业见习补助62.74万元。

“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城厢区创新做法，面向城厢籍离校
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一批机关事业单位非在编工作人
员，并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大学毕业
生士兵倾斜。”许旭阳说，该区开发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
吸纳高校毕业生到村居、社区工作，继续实施“三支一扶”招募计
划，增设机关事业单位高校毕业生见习岗位，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
道实现就业。

兜底困难群体

助推技能提升
针对有就业意愿未就业的贫困劳动力，在原有13种公益性岗位

类型基础上，城厢区拓展新增一批生态管护、乡村建设、防疫消杀等
临时性公益性岗位，并按全市最低工资标准予以岗位补贴。2020年
新增公益性岗位就业11人，续签合同32人，三年期满续聘6人，全区
公益性岗位在岗134人。

同时，为城乡劳动者创造更多新“饭碗”，计划组织开展一批新业
态职业项目和传统技能技艺的职业项目开发，为就业开辟新航道。

该区还鼓励企业开展岗前培训，对符合条件的，除市级补助外，由
区级财政给予每人100元的叠加补助。面向职工、就业重点群体、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上
半年累计组织各类职业技能培训866人。

接下来，该区计划在今年 10—11月举办服装缝纫职业技能竞
赛、瑜伽健身指导技能竞赛，通过竞赛促进辖区内更多技能劳动者
的选拔和培养。 （通讯员 林晓玲 梁亦娴 陈逸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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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九州通中化医药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主管、会计、医药代表、天猫客服

联系方式：0594-6708723
2.福建省盛世天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文案策划、新媒体运营、营业员

联系方式：18650289341
3.福建省智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主管、英语客服、美工、跟卖

专员

联系方式：18059540808
4.莆田市众成通信有限公司
岗位：话务员、客服

联系方式：13615998737
5.福建莆联财务有限公司
岗位：实习会计、外勤专员、财务主管

联系方式：15160225735
6.福建省远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施工员、标书专员、内页资料员

联系方式：0594-2278369

7.莆田市未来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岗位：平面设计、商务专员、美容师

联系方式：13905940882
8.平安普惠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莆田宏基路分公司

岗位：咨询顾问、电话专员、业务员、客户经理

联系方式：15506999825
9.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会计、电商客服专员、市场经理、门

店促销员

联系方式：15860025033
10.中交建宏峰集团有限公司
岗位：项目施工人员、会计出纳、资料员

联系方式：0594-8988018
11.莆田向阳坊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西点学徒、蛋糕师、仓库主管、营业员

联系方式：18950793157
12.福建省华兴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招标代理、造价员、预算员

联系方式：15205931301
13.福建省锦业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会计、会计主管

联系方式：13959555385
14.福建云数字档案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档案员、档案项目主管

联系方式：13905940117
15.莆田市阳光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
岗位：前台接待、保安员、传菜员、领班、

客房服务员

联系方式：15345936227
16.莆田市凤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行政专员、会计、测量员

联系方式：0594-2361811
17.莆田上德若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电话销售、销售代表、销售主管

联系方式：15860025863
18.中交建宏峰集团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出纳、会计核算人员、资料员

联系方式：0594-8988018
19.福建省安控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运维专员、运维工程师

联系方式：13666901116
20.莆田市呈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经理、平面设计、文案策划

联系方式：13599819872
21.莆田市以斯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岗位：Facebook主管、美工、行政人员

联系方式：13799000938
22.莆田市华源工贸有限公司
岗位：普工、搬运工、加弹机操作工

联系方式：15080101108
23.福建省莆田市龙泉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总台收银员、超市收营员

联系方式：13850297386
24.福建路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员、市政、公路

设计人员

联系方式：17759841031
25.莆田市安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销售顾问、客服主管、文员

联系方式：0594-69719101
26.莆田市华友机车销售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顾问、维修师傅

联系方式：0594-2526000
27.莆田市城厢区艾博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拼多多京东运营、营销主管、电商

联系方式：13860986706
28.莆田外运有限公司
岗位：船代外勤人员

联系方式：1359988273
29.福建路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顾问、工程部文员

联系方式：17759841031
30.莆田市房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客服经理、房产经纪人

联系方式：18005940365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