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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济南市人才服务局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信息网络管理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2 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济南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 1 管理岗位 初级 综合 管理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3 济南市规划局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1 专业技术岗位 中级 科技 研发 研究生 博士

4 济南市规划局 济南市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2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规划 管理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5 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济南市城建档案馆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声像 编辑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6 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济南市建筑企业养老保障金管理

办公室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计算机及工程管理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7 济南市城市管理局 济南市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助理工程师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8 济南市环境保护局
济南市机动车污染防治监控中心

（济南市环境信息中心）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机动车污染防治决策

支持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9 济南市交通运输局 济南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工程 管理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10 济南市交通运输局 济南市驾校服务中心 1 管理岗位 初级 运输 管理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11 济南市林业局 济南市林果技术推广站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果树 管理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12 济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13 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实验室A 研究生 博士

14 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实验室B 研究生 博士

15 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实验室C 研究生 博士

16 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皮肤病防治 研究生 博士

17 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济南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保健食品检验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18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 济南市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站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质量监督岗位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19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 济南市城市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综合管理岗位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20 济南市城市园林绿化局 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管理中心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水文 地质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21 济南市城市园林绿化局 济南动物园管理处 1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动物 饲养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2016年市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层次专业人才岗位汇总表

五五个个事事业业岗岗只只招招博博士士，，面面试试就就行行
19个事业单位招考高层次人才，均是紧缺专业

本报记者 周国芳
通讯员 张岩 毛可超

五个博士岗
三个在疾控

从《2 0 1 6年济南市市属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层次专
业人才岗位汇总表》来看，今
年招考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岗
位主要有信息网络管理、规
划管理、科技研发、保健食品
检验、质量监督、水文地质等
专业岗位。

何谓高层次专业人才？据
悉，对于岗位学历要求，本次招
考只面向研究生，包括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其中，有5个岗位
只面向博士研究生招考。包括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的科技
研发岗位、济南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实验室和济南市皮肤病
防治院皮肤病防治岗位。

招博士的岗位对于专业也
有明确的要求。济南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的实验室岗位招考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专业、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细
胞生物学专业。此外，皮肤病防
治岗位要求报考人员具有执业
医师资格证书和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合格证书。

硕士岗需
先面试再笔试

从招聘简章看，此次事业编
岗位招考专业以济南市目前的
紧缺专业为主。包括城市规划、
桥梁与隧道工程、环境科学与工
程类、市政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等。

济南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
略，更好地为济南市“打造四个
中心、建设现代泉城”提供人才
智力支持。因此，此次招考主要
面向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招考
专业也都是目前的紧缺专业。

以往，按照惯例，事业编招
考都需要进行事业单位招考笔
试，再进行面试。值得注意的
是，此次招考对于博士研究生
岗位，采取面试考核的方式组
织；对于硕士研究生岗位，采取
先面试后笔试的方式组织。

根据岗位特点，面试采取
结构化面试、专业考试和实际
操作等形式进行，主要测评应
聘人员与岗位相适应的专业知
识和专业素质。面试设定合格
分数线为 60 分。面试时间、地
点、方法和程序等具体事宜见
招聘单位或其主管部门公布的
面试通知书或网上公告。

本报记者 周国芳

据了解，此次招考采取统
一时间、网上报名、网上初审的
方式进行。报名时间为7月25日
9：00-7月26日16：00。应聘人员
登录指定的报名网站(济南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
济南人事考试网)，按照岗位要

求和网上提示，如实填写相关
个人信息并上传照片。

济南市人社局相关人员提
醒，每位应聘人员限报一个招
聘岗位，超报者取消其所有应
聘岗位的报名资格。个人报名
后，招考单位将对报名人员进
行资格初审。对具备报名资格
并符合应聘条件的，不得拒绝

报名。对于未通过初审的人员，
要说明理由。单位初审查询时
间为 7 月 25 日 11：00-7 月 27
日 16：00。

面试结束后，应聘博士研
究生岗位的，面试成绩即为其
考试总成绩。其他岗位按面试
成绩占60%、笔试成绩占40%的
比例百分制合成考试总成绩。

新新生生招招生生报报名名中中，，千千余余家家长长来来咨咨询询
济钢高中教育集团协和双语实验学校17日上午9点小升初测试

本报记者 李飞

千余家长
来校咨询报名

“唉，你们学校宣传得太晚
了！”7月10日，冒着炎炎烈日，
为孩子上高中四处考察学校的
省城市民黄先生在济南协和双
语实验学校连连抱怨。他的女
儿来自山大附中，中考太紧张，
影响了发挥，平时几次模拟考
试都在500分以上，中考只考了
468分。这样的分数纵然享受指
标生资格，也走不了自己心仪
的高中了。

从知道成绩那一天起，黄
先生和孩子就都郁郁不快，天
天为怎么报一个最理想的高中
而犯愁。眼看第一批次报志愿
的时间到了，黄先生只好和女
儿随便选了一所高中填报了。

填报完志愿，黄先生看报
纸的时候，突然看到了济南协

和双语实验学校的宣传报道，
顿时被里面介绍的内容吸引
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
行，得去看看！”黄先生心想。第
二天一早，他们父女俩就来到
了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

“这么好的学校，怎么不早
点宣传？”黄先生连连抱怨，“早
知道我就不在第一批次随便给
孩子报志愿了。”

“是啊，没来你们学校之
前，我们是生怕孩子不被录取，
现在是生怕孩子被录取。”无独
有偶，来自济南十九中的考生
家长孙先生也遇到了相同的情
况。

学校全员
导师制育人

7月11日上午，记者来到位
于济南临港开发区临港北路2
号的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
在咨询报名处，工作人员正在
给家长和学生讲解，主要以高

中为主。
一名济南考生考了409分，

在父母的带领下来到学校。一
进门，他们就被学校按照国际
化水平精心打造的环境征服
了———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配
备了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设
备，物理、化学、生物、地理、
3 D 打印创新实验室配备完
善，一应俱全。

“家长们一是关心学校的
师资情况，二是关心学校的管
理模式。”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
校高中部薛主任介绍，学校面
向全国聘请了很多优秀的教学
管理人才，组建了经验丰富、业

务精湛、富有爱心的教育教学
团队。管理团队中有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全国优秀
校长等。

前来咨询报名的家长又
看了宣传片，了解到了更多的
信息：学校为满足学生发展的
不同需求，实施个性化教育，
导师制育人；开设特色校本课
程，成立课外学科兴趣、探究
实验、艺术体育等特长小组，
对有音体美专业特长的学生，
聘请了专业教师辅导，以提升
学生专业素养；聘请了外籍教
师来提升学生的英语口语水
平……

中考500分以上考生
免三年学费

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相
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济南今秋
新增加的一所12年一贯制学
校，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正
在对外招生，每天电话和现场
咨询的家长络绎不绝，总计已
有千余名。

值得家长和学生注意的
是，7月17日上午9点，济南协和
双语实验学校将进行小升初测
试。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请
提前致电另安排时间。

为吸引优秀生源，学校还
出台了系列针对高中新生的相
关优惠政策：山东各地市2016
年中考成绩前500名的学生，济
南市中考成绩500分以上的学生，
报名录取后将免除三年学费；济
南市中考成绩440-499分学生享
受不同程度减免学费；学校为每
个学生制订个性化培养方案。咨
询电话：0 5 3 1 - 8 1 3 0 7 1 9 6、
81307197、81307198。

应广大家长的要求，济南协
和双语实验学校继续对外开
放，欢迎家长和学生到校参观、
咨询、报名。早8点至晚8点，节
假日正常接待。地点：济南协和
双语实验学校招生接待室，学
校地址：济南临港开发区临港
北路2号，学校邮箱jnxhxxzb@
1 6 3 . c o m ，网 站 为
www.xiehefz.com。

“唉，你们学校宣传得太晚了！”7月10日，冒着炎炎烈日，为孩
子上高中四处考察学校的市民黄先生在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连
连抱怨。他的女儿来自山大附中，中考发挥失常，只考了468分。填
完第一批次志愿才从报纸上看到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的招生宣
传。

作为济南今秋新增加的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济钢高中教育
集团协和双语实验学校正在对外招生，每天电话和现场咨询的家
长络绎不绝，总计已有千余名。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7月17日上
午9点进行小升初测试。同时对济南中考500分以上的考生，将免除
三年学费。咨询电话：0531-81307196、81307197、81307198。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协和双语实验学校咨询。

11日，从济南市人社局获悉，济南市人社局、市规划局等12个
部门19个事业单位招聘高层次专业人才计划22人。其中，博士研究
生岗位5个、拟招聘5人，硕士研究生岗位16个、拟招聘17人。

2255日日开开始始报报名名，，每每人人限限报报一一个个岗岗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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