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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社 （集团） 根据事业发展需要,面向2017

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及留学回国人员公开招考工作人员，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无参加非法组织或活动的不良记录。

2.报名的毕业生应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统招

统分的应届毕业生 （不含定向生、委培生，非应届毕业

生不得报考），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硕士研

究生须同时具有本科学历学位及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

3. 报名的毕业生大学英语四级 （本科生）、六级

（研究生） 成绩须达到 425 分以上或持有大学英语四级

（本科生）、六级 （研究生） 证书。

4.报名的海外留学人员，需获得硕士研究生以上学

历，并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认证，具有驻外使

领馆开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留学时间1年 （360

天） 以上，学成回国 2 年以内 （2015 年 7 月 1 日以后回

国），且未在国内办理过就业派遣手续。

5.所学专业与岗位需求相符。

6.年龄不超过35周岁 （1982年7月1日以后出生）。

7.具备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8.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和经济日报社

相关规定。

二、招考流程

网上报名→简历初选→职业能力测试→专业笔试→

面试→考察和体检→公示→确定人选→签约和报到

网上报名后，对入围下一环节的考生，将以短信

或电话的形式通知本人。

三、日程安排

1.岗位需求查询。

毕业生可登录中国经济网 （网址：www.ce.cn），

查询浏览岗位需求信息。

2.网上报名。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17 年 2 月 9 日 24 时。报名

者在此期间登录中国经济网 （网址：www.ce.cn），在

线填写并提交报名表。每名考生限报 1 个单位的 1 个岗

位，可以选择是否服从岗位调剂。考生不得重复提交报

名表。

本次招聘不接受其他形式报名。考生填写报名表信

息务必真实准确，一旦提交将无法更改。凡提供虚假报

名信息的，一经查实即取消相应报名或考试资格。

3.考试。

包括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

（1） 笔试。包括职业能力测试、专业笔试和心理

测评。

①职业能力测试拟安排在2月下旬，具体时间另行

通知。职业能力测试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

命题、阅卷。职业能力测试结束后，按照所报岗位、测

试成绩由高到低顺序，以 1∶6 的比例确定参加专业笔

试人员名单。

②专业笔试和心理测评拟安排在 2017 年 3 月中下

旬的同一天进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专业笔试和心理测评结束后，按照专业笔试成绩和

心理测评结果，以1∶3的比例确定面试名单。

（2） 面试。

面试拟安排在2017年4月初，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4.确定人选。

面试结束后，依据综合成绩 （专业笔试占 40%、

面试占 60%） 排序，结合考生的综合素质表现，经考

察和体检 （标准参照 《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

准》） 合格后，择优确定拟聘用人选名单并公示 （中国

经济网）。公示结束后，办理签订“三方协议”。

5.报到。

报到时间一般在 2017 年 8 月初，具体时间以聘用

单位人事部门通知为准。报到后，由聘用单位与毕业生

签订《聘用合同》（经济日报社） 或《劳动合同》（经济

日报社直属单位），首次聘期一般为 3 年 （含试用期）。

聘用期间，根据合同约定享受相应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其他有关招聘岗位和报名具体要求等请登录中国经

济网 （网址：www.ce.cn） 首页查看。

重要提示：经济日报社 （集团） 招考工作不提供考

前培训及参考书目，不提供关于考试题型及范围的咨

询。

经济日报社人事部

2017年1月26日

经 济 日 报 社（集 团）
2017 年 度 招 考 高 校 毕 业 生 公 告

1 月 24 日 23∶50，夜黑风寒，霜覆群
山。合福铁路武夷山东至建瓯西区间，
福州供电段武夷山东供电工区工长黄智
兴和工友们来到杨墩AT所附近的一座
小山坡上，他们今晚的任务是全面检修巡
视杨墩AT所附近01号至08号供电杆。

黄智兴今年 45 岁，是有着 25 年工
作经验的老接触网工。

“接触网是架设在铁轨之上为电力
机车提供动力的电力线路，接触网工要
对接触网进行日常维护和管理。”黄智兴
告诉记者，因为接触网是列车的电力系
统，它的维修只能在高铁停止运行的深
夜进行。

工区里除了他之外清一色都是近年
参加工作的小伙子。铁路供电线架设在
15 米至 25 米高的钢柱上，小伙子们要
爬上十几米的高空上才能检修设备。

“今天晚上天气很冷，钢柱上会结薄
霜，特别湿滑，大家一定要格外小心。”黄

智兴叮嘱着年轻工友。
攀爬钢柱是项体力活，钢柱上的横

杆不是水平架设，而是呈大约60度角依
次排列，小伙子们需要踩着倾斜的横杆
才能爬到钢柱顶部。作业员刘义敬和邱
林浩装备整齐，活动了一下有些冻僵的
手脚，开始向上攀爬。虽然戴着手套，但
寒意还是顺着冰冷的钢柱袭来。由于横
杆之间的距离较宽，开始的几步有些艰
难，刘义敬和邱林浩紧抓着钢柱，双手一
起使劲，左脚踩在倾斜的横杆上，右脚用
力往上跨，才能够到上一根横杆。寒冷
的冬夜，身体显得有些僵硬，攀爬起来格
外吃力。

越往上爬，横杆之间的距离越窄，给
小伙子们省了些力气。当爬到15米高的
钢柱顶部时，更大的考验来了：供电线上
的绝缘子离钢柱还有约1.7米，要检查绝
缘子和连接部件是否正常，刘义敬和邱林
浩就得站在倾斜的横杆上，将安全带绕在

钢柱上固定自己的身体后，双手使劲向外
伸展才能接触到绝缘子。他俩按照操作
规程先检查绝缘子有无闪络放电、线索有
无烧伤或者散股，再用扳手逐一紧固连接
部件，两个人在十几米的高空一丝不苟地
作业着。

半个小时后，冻得手脚冰冷、鼻子通
红的刘义敬和邱林浩回到地面。他们顾
不上休息，开始攀爬其他的支柱。“春运
期间车辆频次高，夜里的检修时间尤为
珍贵，我们必须争分夺秒。”黄智兴说。

凌晨3∶20，8根电杆检修完毕，设备
正常。说起马上要到来的春节，黄智兴眼
眶微红：“当接触网工25年，一家团聚过除
夕不到10次，去年妻子带着孩子到工区
来过年，今年一家三口分成三地，我在工
区，她在单位值班，女儿陪着爷爷奶奶。”

凌晨 5∶00，黄智兴和工友回到工
区。一夜鏖战下来，冻得通红的脸上难
掩疲惫。

接 触 网 工 的 不 眠 夜
本报记者 石 伟

本报海口 1 月 25 日电 记者何伟报道：从 1 月 21
日起，海口市菜篮子集团选取黄瓜、冬瓜、南瓜 3 种瓜
类菜品，在全市62个直营网点和平价菜临时直销点推
出“1 元菜”惠民活动。此外，该集团还推出了 5 种“2
元菜”，包括生菜、小白菜、地瓜叶、空心菜、茄子，每日
投放量为100吨至200吨。

目前，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已和山东寿光、云南昆
明、广东江南等蔬菜生产基地和批发商签订保供协议，
储备 3000 吨白萝卜、大白菜、土豆、胡萝卜、洋葱、冬
瓜等耐储存的蔬菜，随时可以紧急调拨供应，确保蔬菜
有效供给。为扩大平价菜覆盖范围，海口市菜篮子集
团今年春节期间将平价菜临时直销点增至60个。

记者在海口市菜篮子集团了解到，包括大白菜、上
海青在内的26种蔬菜，该集团的销售价格普遍低于市
场价格。例如，1 月 25 日，上海青的零售价为 3.15 元
每市斤，而菜篮子集团的销售价格为 1.1 元每市斤。
截至 1 月 25 日 8 时，海口市菜篮子旗下社区平价菜店
实际营业网点已达 300 个；直营网店 27 家；平价菜供
货合作网点164个。春节期间，为方便市民购买蔬菜，
增设临时直销点60个。

除了“菜价”问题，海口市民、游客的出行也更为方
便。海口市 2016 年施工的 31 条道路，目前已开通
30 条。2016 年海口开工建设改造的市政道路点多、
面广、线长，分 3 个阶段实施。施工方采取“每日一
督”，协调解决问题，倒排工期，加班加点错峰施工，加
快施工速度，确保实现道路畅通。

本报北京 1 月 25 日讯 记者杜芳从中国气象局
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春节期间，我国大部地
区出现强寒潮、低温冰冻等极端性天气的概率不大，气
象条件总体较好，适宜人们外出活动，但局部地区仍要
注意不利天气影响。

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春节期间，
北方地区气温起伏较大，1 月 26 日至 27 日，1 月 29 日
至30日，分别有两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其中29日至30
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有4级至6
级偏北风，中东部大部地区有6至12摄氏度降温。

假日后期，华北黄淮会迎来静稳天气。1 月 31 日
至 2 月 5 日前后，冷空气弱，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
陕西关中等地将出现静稳天气，大气扩散条件差，空气
污染气象条件为 4 级至 5 级，部分地区 6 级，能见度逐
渐降低，最低能见度1公里至2公里。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张祖强表
示，春运期间，为最大限度预防和减轻不利天气影响，气
象部门将加强与交通、铁路、民航、电力、安监、林业等部
门的预警服务和应急联动，并强化服务，通过28个广播
电视媒体平台对春运期间天气进行重点服务。

春节期间

全国气象条件总体较好

推“1元菜”通30条路

海口多举措营造温馨春节

右图 1 月 25 日，武汉铁路局工作人员在给一位大妈倒热水。

近日，武汉铁路局武汉房建生活段工作人员组成党员义务服务队，利

用休息时间到武昌站义务为旅客提供服务。他们分批次值班，每天

坚持义务服务10多个小时，该活动将坚持到春运结束。 严林庆摄

左图 春运期间，

针对客流大的特点，兰

州铁路局兰州客运段组

织青年助乘服务队，开

展引导旅客乘车、站台

提拿行李等服务，让旅

客的返乡之旅更加安

全、方便。

何 健摄

洪荒之力保平安
2017年1月24日 晴

北京西站值班站长 张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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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孩生病了，正在医务室急救
⋯⋯”1 月 24 日，2 名武警战士跑到值班
服务台告诉我们值班人员。

“让一让，让一让！”我立即通知公安
人员，带着值班同事常磊、王国华、郭玥和
武警战士赶到 8 号候车厅的医务室。原
来，一位一岁多的小男孩突发高烧昏厥。
孩子母亲聂女士焦急地喊着孩子的名
字。我连忙帮孩子松开衣物透气，喂他喝
热水。同时，我们的医护人员也进行了必
要的护理，救护车正在赶来的路上。

看孩子情况基本稳定了，我帮聂
女士办好退票手续，护送母子俩上车
去医院做进一步治疗。这时，我才松
了一口气。

在此提醒大家，火车站人流量巨大，
请一定给孩子做好防护措施，带好口罩、
热水、食物和应急药品。一旦发现身体
不适，立刻通知站内工作人员。铁路客
运服务准备了各种应急预案，突发事件
会联动公安、救护一起协调救助。但衷
心希望用不到这些预案，每一位旅客都
能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地回家过年。

今年是我的第 21 个值班春运，明年
就要退休了。每一次值班后，我心里都
会念叨，“又是平安的一天，真好！”今天
也一样。

（本报记者 吉亚矫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