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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事业单位面向“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招聘急需紧缺人才1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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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蜂业
郑重承诺：天一蜂业销售的蜂蜜、蜂皇浆、

花粉，有假买一赔十。
产品优惠，原标价每市斤350元的油菜浆、

200元的槐花浆、550元的蜂乳，每市斤80元的精
品槐花，枣花，黄芪蜂蜜，200元1瓶的蜂胶，全部买
三赠一，消费满600元者再另赠一瓶每市斤零售
600元的破壁花粉蜂胎膏。五区内免费送货上门。

破壁花粉蜂胎膏，是一种新型蜂产品，它的
优点很多，作用优于蜂乳。要想长寿，请食用破
壁花粉蜂胎膏。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
春娜 通讯员 崔光耀）人才，是第一
资源。近日，我市再次向优秀人才抛
出橄榄枝——《2020年烟台市市直事
业单位面向“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公
开招聘急需紧缺人才简章》（以下简
称《简章》）发布，为高质量发展引来

“最强大脑”。此次招聘急需紧缺人
才共100名。

记者从《简章》上看到，此次招聘
范围包括“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全日制
应届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含 3年择业
期内未曾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全日制
应届硕士及以上研究生（含 3年择业
期内未曾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
符合条件的2021年毕业生可以报考。

招聘人员需满足以下条件：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宪法和法
律，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应聘人员须
为1984年8月14日（含）以后出生、身
心健康、符合事业单位聘用体检标准、
在规定的学制内正常毕业并按期取得
学历与相应学位证书、具备招聘简章
要求的其他所有资格条件。除 2021
年毕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学历

证书、相应学位证书应于 2021年 7月
底前取得外，其他应聘人员的学历证
书、相应学位证书，均须于2020年8月
13日（含）之前取得。已经就业或签订
就业协议书的须提供具有用人管理权
限部门或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3
年择业期内未曾落实工作单位的应聘
人员需提交择业期内未曾落实工作单
位的个人书面承诺。

此次招聘岗位均为 9级管理岗
位。报名采取统一时间网上报名、网
上初审的方式进行。报名时间为2020
年8月14日9:00-8月17日16:00；查
询时间为2020年8月14日12:00-8月
18日11:00；报名网址：烟台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http://rshj.
yantai.gov.cn/index.html）。

招聘考试采用直接面试的方
式。面试（初试）成绩采用百分制计
算，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数，尾数四
舍五入。

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方式进
行，面试成绩于本场面试结束后现
场公布。为保证人员素质，面试成
绩合格线为 70分，不足 70分的不予
聘用。根据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

分按照 1：1.5 的比例确定进入体检
考察范围人员名单，进入体检考察
范围人员名单在烟台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公布。

进入体检考察范围人员确定后，
按计划招聘人数由高分到低分依次等
额对应聘人员进行体检、考察。经体
检、考察合格的人员，在烟台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公示，公
示期为 7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没有问
题或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选岗后
由招聘单位按规定办理聘用手续。
对公示前因拟聘用人员被取消聘用
资格或弃权造成的空缺，从进入体检
考察范围的人员中依次等额递补，公
示后不再递补。如选岗后招聘计划
有空缺，对面试成绩超过 70分且体
检、考察合格的应聘人员，招聘主管
机关按照人岗相适、双向选择原则，
由高分到低分进行调剂。

招聘简章、“双一流”建设高校名
单及应聘须知等更多详细内容和表
格可以登录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门户网站（http://rshj.yantai.
gov.cn/index.html）查看和下载，或者
拨打咨询电话：0535-6905229。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
峰 通讯员 季桂增）记者从烟台市教
育局开发区分局了解到，烟台市教育
局开发区分局直属学校面向全国引进
人才，将校长、园长等职位纳入招聘。

面向全国招18人
校长、园长共招5人

据悉，此次招聘计划共计 18个，
招聘对象为全国范围内中小学校长，
公办幼儿园园长、副园长，特殊教育学
校校长、副校长，学校（幼儿园）教师。

记者在岗位计划表中看到，烟台
市教育局开发区分局直属初中招校长
1人、教师3人，直属小学招校长1人、招
教师3人，直属特教学校招校长1人，直
属幼儿园招园长2人，直属高中招教师
4人，直属职业中专招教师3人。

那么该如何报考呢？按照规定，
报考人员须填报《报名表》《一览表》，
并将《报名表》《一览表》及相关佐证

材料通过电子邮件发至指定邮箱：
zgc6396721@yt.shandong.cn，邮件名
称为“报考岗位+姓名”，以此参与招
聘。

想要竞争校长、园长，想要报考
教师，应聘人员年龄须为 1974年 8月
6日（含）以后出生；具备副高级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年龄可放
宽至 1969年 8月 6日（含）以后出生。
并且，报名人员要具有国民教育系列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符合岗位
要求的教师资格证书。

招聘校长、园长
设有原岗位要求

对于报考初中校长岗位也有特
别要求，须现任公办初中校长或现任
副校长职务满 3年（含）以上，现任民
办学校校长（且曾具有公办学校校
长、副校长任职经历）。

报考小学校长岗位须现任公办小

学校长或现任副校长职务满3年（含）
以上，现任民办学校校长（且曾具有公
办学校校长、副校长任职经历）。

报考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岗位
须现任公办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副
校长。

报考幼儿园园长岗位须现任公
办幼儿园园长、副园长；报考中小学、
职业中专教师岗位须现从事一线任
教工作。

按照规定，报考人员网上报名
后，要进行现场资格审查。未按规定
时间到现场进行资格审查的，视为自
动放弃考试考核资格。未参加网上
报名的可直接在规定时间进行现场
报名。

考试将采取先面试后笔试的方
式进行。按面试成绩占 60%、笔试成
绩占 40%的比例合成考试总成绩，根
据考试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按岗位
计划 1:1.2确定进入考察体检范围人
员名单。

开发区直属学校招聘5名校长和园长
设有原岗位要求，同时招聘教师13名

糖尿病常用药
从55.79元降到2.41元
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让百姓得实惠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赖皓阳）“没想到药现
在这么便宜，我再也不用担心看病造成经济压力了。”得
知自己买的药片大幅降价，原本需要 34.58元一盒的糖
尿病常用药格列美脲片，现在只需要 1.61元，在莱州市
人民医院就诊的李大爷如释重负。

今年自4月15日零时起，我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
面启动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莱州
市医疗保障局此次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总金额约71万
元，较改革之前节省约 370万元，降幅达 83.9%，其中单
品降幅最高达95.9%。像李大爷购买的糖尿病常用药格
列美脲片，从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集中采购价格
是每盒 1.61元，降幅达到了 95.34%；糖尿病常用药阿卡
波糖片原来是每盒 61.29元，从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集中采购价格降到每盒 5.42元，降幅达 91.16%；常用消
炎药盐酸克林霉素胶囊，原来每盒55.79元，从四川科伦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集中采购价格降到每盒2.41元，降幅
达 95.68%；常用解热止疼片对乙酰氨基酚片，原来每盒
14.4元，从地奥集团成都股份药业有限公司集中采购价
格降到每盒0.59元，降幅达95.9%，真正让百姓享受到药
品集中带量采购带来的实惠。

近日，市医疗保障局组织我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开
展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本次集中采购主要是针对注射
器、导尿管、导尿包、吸氧装置、采血针五种基本的医用
耗材。自 2019年 12月 10日起，我市各公立医疗机构全
面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所有单独向患者收费的医用耗
材，以实际购进价格为基础实行“零差率”销售。通过集
中带量采购降低医用耗材价格，能够切实有效地减轻患
者就医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