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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4_B8_8A_c26_648991.htm 根据《关于全市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实行考试考核的实施意见》(南人综【2006】24

号)规定，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

中共南平市委组织部、南平市人事局将于近期进行2010年上

半年南平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人数及有关要求 全市党群系统共

有5个事业单位计划招聘12名工作人员。其中：市属2个事业

单位7个岗位.武夷山市1个事业单位1个岗位.浦城县1个事业单

位2个岗位.光泽县1个事业单位2个岗位。 全市政府系统共

有218个事业单位计划招聘633名工作人员，其中：市直属39

个事业单位149个岗位.延平区27个事业单位49个岗位.邵武市31

个事业单位53个岗位.建瓯市21个事业单位86个岗位. 建阳市24

个事业单位64个岗位. 武夷山市28个事业单位101个岗位. 顺昌

县9个事业单位29个岗位.浦城县1个事业单位2个岗位.光泽

县18个事业单位48个岗位. 松溪县2个事业单位6个岗位.政和

县18个事业单位41个岗位。 招聘单位、岗位、人数及具体要

求详见《2010年上半年南平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

位信息表》。请点击福建省事业单位招聘考试

网(HTTP://SY.FJKL.GOV.CN)。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籍，年满18周岁.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法律、法规. 3、遵守纪律、品行端正，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4、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5、除特殊岗位按照有关政策规

定对年龄条件有特殊要求的，以“岗位信息表”公布的年龄



要求为准的以外，“岗位信息表”中‘其他要求’栏内未注

明年龄要求的，均按35周岁以下年龄(1975年5月31日以后出

生)报考。 6、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在近三年内被认定有考试作弊行为的人员、现役军人，以

及法律规定不得报考的其他人员，均不得报名。 7、各招聘

岗位条件要求以公告为准。“岗位信息表”中‘其他要求’

栏内未注明生源地要求的，面向省内外生源.招聘岗位中明确

要求面向南平市生源的，指辖区内10个县(市、区)的生源。 8

、岗位所需的其他资格条件。 三、报名方法 本次考试报名采

取网上报名与现场网上报名相结合的方式。 (一)网上报名 1、

报考人员可于5月7日22日直接登陆福建省事业单位招聘考试

网(HTTP://SY.FJKL.GOV.CN)，以网上报名、网上缴费、网

上自行打印准考证的方式报名. 2、网上提交个人信息及缴费

：报考人员于5月7日22日登录福建省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网，

提交个人信息及一张规格200K以下的彩色数码证件照片，并

通过网上银行缴纳报名费80元。报名系统于5月22日24时关闭

。 报考人员报名与笔试、面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报

名时，报考人员要如实提交有关信息和材料，凡弄虚作假的

，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资格。 考生所留的联系方式应准确

无误，确保能够及时沟通联系,否则责任自负。 报考人员通过

指定的建设银行龙卡支付报名费(通过建设银行龙卡付费的考

生应在报名前事先办理开通网上支付功能。具体业务可咨询

：建设银行客户服务热线95533)。 3、资格初审：资格初审时

间为5月7日至5月23日17时。县(市、区)事业单位招聘岗位的

资格初审，按管理权限分别由县(市、区)组织、人事部门负

责.市属事业单位招聘岗位的资格初审，按管理权限分别由市



委组织部和市人事局负责。 4、查询资格初审结果并下载准

考证：报考人员于5月29日至6月4日登录上述报考网站，自行

上网下载、打印本人准考证。资格初审未通过的，网络银行

将在半个月内退还报名费。 (二)现场网上报名指导 网上报名

不方便的考生可于报名时间直接到南平市人才市场(地点：南

平市八一路472号军分区天桥下，咨询电话：05998852732

、8858560)服务点进行网上报名指导。 四、笔试和面试 (一)

笔试 1、本科以上学历岗位，市属各有关事业单位和学校(院)

报名人数达1：2开考.县(市、区)各有关事业单位和学校报名

人数达1：1开考。 2、大专学历岗位，市属各有关事业单位和

学校(院)大专学历岗位报名人数达1：3开考，低于1：3不开

考.县(市、区)各有关事业单位和学校大专学历岗位报名人数

达1：2开考， 低于1：2不开考。 3、中专学历岗位，市、县(

市、区)各有关事业单位和学校中专学历岗位报名人数达1：3

开考， 低于1：3不开考。 4、各招聘岗位报名人数低于开考

比例要求的取消该招聘岗位.同一岗位有招聘 2人以上的报名

人数达不到岗位开考比例要求的按报名人数情况，相应核减

该招聘岗位人数。 5、笔试范围为政治和经济基本理论、公

共管理、法律基础、职业能力、职业道德、科技和人文常识

、福建省省情等。题型全部为客观题。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

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6、笔试时间定于6月5日(星期六)上午9：00至11：00进行。 7

、笔试具体地点详见网上下载的准考证。 报考人员应按照准

考证上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参加考试时，必须同时

携带准考证和本人身份证。缺少证件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8、加分事宜。笔试成绩公布前，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将分



别为符合政策规定加分条件的考生审核办理加分。笔试加分

的有关具体事项将在福建省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网公告栏上发

布。 9、成绩查询。笔试成绩将在南平市人事局网站(http

：//www.nprs.gov.cn)，南平人才网：(http://www.nprc.com.cn)

同时公布，考生可在笔试结束十个工作日后登录上述网站查

询。笔试成绩的合格线由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统一划定，

考生可在2010年 6 月15日后通过上述网站查询，也可以电话

咨询市、县(市、区)组织部、人事局。 (二)面试 1、笔试成绩

达到合格分数线者，按照每个岗位招聘计划人数的3倍从高分

到低分依次确定面试人选，不足3倍的，按上线人数确定面试

人选。 2、入闱南平市直属大中专院校及市属其他事业单位

面试的考生名单和面试的时间、地点，将在南平人事局网站

及南平人才网上公布.入闱县(市、区)事业单位面试的考生名

单和面试的时间、地点，将在各县(市、区)人事局网站公布

。参加面试的考生由招聘单位在面试前2天负责通知考生。 3

、面试组织。各招聘单位在笔试成绩公布后及时拟定面试方

案，按管理权限分别报市、县(市、区)委组织部、人事局审

核同意后组织实施。市直属事业单位和学校(院)分别由市委

组织部、市人事局按专业归并的办法组织实施。各县(市、

区)事业单位面试工作由县(市、区)组织部、人事局确定。 4

、面试成绩。每位考生的面试成绩由评委当场宣布，不设定

面试成绩合格线。如果个别岗位进入面试的考生只有1：1，

则面试成绩须达到70分以上才能招聘。 5、面试须知。面试前

，市、县(市、区)组织、人事部门将对面试入闱人员进行资

格条件复审，面试入闱人员须提供符合招聘岗位的资格条件

的相关材料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的原件等材料。在职



人员报考须持所在单位主管部门同意证明。缺少上述材料或

不符合招聘条件和有关要求者，不得参加面试。进入面试的

考生应在职位规定的面试时间的前2天及时与招聘单位联系，

在面试规定时间未到考场的视为自动放弃招聘资格。 五、体

检和考核 1、考试综合成绩按笔试、面试成绩各占50%计算。

2、按照考试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据1：1比例确

定进入体检和考核的人选。若体检或考核不合格的，可按岗

位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3、体检标准及项目参

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执行(不进行乙肝项目检测)。 4、

参加体检的考生由招聘单位负责通知。市属事业单位考生体

检由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负责组织.各县(市、区)考生体检

由各县(市、区)委组织部、人事局负责组织。 5、考核由招聘

单位负责。 六、聘用与待遇 1、经笔试、面试并体检和考核

合格的考生，市属事业单位考生统一在南平人事、人才网上

公示5个工作日，各县(市、区)事业单位考生分别在各县(市、

区)人事局网上公示5个工作日。经公示未发现影响招聘问题

的，按照管理权限行文通知招聘单位，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招聘审批手续 2、拟聘用人选自动放弃或取消聘用资格，原

则上应相应递补。递补人选分别由市、县(市、区)委组织部

、人事局和招聘单位根据考试综合成绩的顺序和规定的比例

确定。 3、按规定办理相关聘用手续，招聘对象与用人单位

签订《聘用合同》，办理合同登记。人事关系由市、县(市、

区)人才服务中心代理。 4、招聘人员的待遇按照事业单位同

类工作人员标准执行。 七、其他 1、取得内地(祖国大陆)全日

制普通高等学校硕士(含硕士)以上学位的台生，可报考符合

招聘条件的所有岗位。 2、2008、2009年留学回国人员按应届



毕业生报考，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

学位认证书》或福建省人事行政部门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

身份认定审核表》。 3、国内院校与国外院校联合办学取得

国内学历、学位的，按国内院校毕业生报考，应由国内院校

出具相应的证明。属国内院校与国外院校联合办学取得国外

学历学位的，需出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联合办学学历

学位评估意见书》或《联合办学学历学位认证书》。 4、2010

年福建省内高校省外生源和省外高校福建生源应届毕业生，

均视为本省报考者。 5、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经

历不视为岗位要求的“相关工作经验”。 6、报考岗位要求

为“全日制普通院校”的学历是指经教育部批准的具有普通

高等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院校、执行国家普通高等教育统一

招生计划、通过国家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按教学计划完成

该学业，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 7、将专业条件设置为

“××类”的招聘岗位，符合《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招收(聘

用)人员高等院校专业学科指导目录》中“××类”下所列专

业的报考者，均为符合专业条件。将专业条件设置为具体专

业名称的招聘岗位，应符合所列具体专业要求。拥有双学历(

位)的报考者可以选择符合招聘岗位设置的专业条件任一学

历(位)报考。 8、所有报考者的毕业证书(证明)和相关证书(证

明)必须在2010年7月31日前取得。 9、退役运动员、退役士兵

、参加“三支一扶”服务期满考核合格毕业生(包括参加“志

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其他相

关项目)的大学生可享有笔试成绩加分待遇。其中，退役运动

员、退役士兵的加分条件和加分标准按照《省人事厅关于转

发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的通知》(闽人发【2006



】10号)和《关于全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行考试考

核的实施意见》(南人综【2006】24号)。 “三支一扶”大学

生的加分条件和加分标准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组织开展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

、支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闽委办【2006】73号). “志愿服

务西部”和“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大学生的加分条件和加

分标准按照团省委等四部门《关于做好2007年福建省大学生

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工作的通知》(团闽委联 【2007】7

号)。请符合加分条件的报考人员根据报考岗位、管理单位的

不同于6月12日至6月15日内携带准考证、身份证、相关证明

材料直接到市委组织部三科或市人事局流动调配科办理加分

手续，逾期将不予受理。以上文件可在福建省人力资源招聘

考试网(http://zp.fjkl.gov.cn)查阅。 10、报考各县(市、区)事业

单位招聘岗位的考生咨询电话及网址： 延平区人事局

：0599-6161217， 网址：http://www.yprs.net 邵武市人事局

：0599-6329507， 网址：http://www.swrs.gov.cn 武夷山市人事

局：0599-5315672， 网址：http://bm.wuyishan.gov.cn 建瓯市人

事局：0599-3821507， 网址：http://www. wyrc.net 建阳市人事

局：0599-5811665， 网址：http://www.jyszfw.gov.cn 顺昌县人

事局：0599-7822324， 网址：http://www.fjsc.gov.cn 浦城县人

事局：0599-2822237， 网址：http://www. pc.gov.cn 光泽县人事

局：0599-7937790， 网址：http://www. guangze.gov.cn 松溪县

人事局：0599-2321081， 网址：http://www.

songxi.gov.cn/index.asp 政和县人事局：0599-3332606， 网

址http://www. fjzhrs.gov.cn/ 附件： 1、2010年上半年南平市党

群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信息表 2、2010年上半



年南平市市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信息表 3、2010

年南平市延平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信息表 4

、2010年南平市邵武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信息

表 5、2010年南平市建瓯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信

息表 6、2010年南平市建阳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

信息表 7、2010年南平市武夷山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岗位信息表 8、2010年南平市顺昌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

员岗位信息表 9、2010年南平市浦城、松溪县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工作人员岗位信息表 10、2010年南平市光泽县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信息表 11、2010年南平市政和县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信息表 中共南平市委组织部 南平市

人事局 二一年五月一日 详情请咨询南平市委组织部三科、市

人事局流动调配科： 电话：0599-8823008 0599-8831137

0599-8852732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