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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路办事处：5家非法幼儿园停办 560名孩子分流至其他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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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高管4人

3、一般工作人员40人

二、招聘时间及其他事项
此次招聘报名时间为6月4日-14日

（节假日休息），具体公告发布在国家新乡
经济技术开发区官网(http://www.xxjkq.
gov.cn/）和“国家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及

“新乡HR”微信公众号，招聘人员要求及流
程安排以官网公告为准。

本公告由国家新乡经开区组织和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照

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执行。咨询电话：
0373-3686280、0373-3675533。

为进一步深化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体制机制改革，拓宽选人用人渠道，优化经开区干部队伍结构，结合工作实际，决定面向全省公开
招聘内设机构负责人、国有企业高管、一般工作人员，现公告如下：

国家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2019年公开招聘
内设机构负责人、国有企业高管、一般工作人员公告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1、科局长级1人，副科局长级4人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岗位岗位岗位岗位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科局长级 1
43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中共党员，本科及以上学历（全日制
学历优先），具有2年及以上乡镇（办事处）副科级及以上领导岗位工作经历。

2 副科局长级 2
40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3年及以上乡镇（办事处）
中层及以上岗位工作经历。

3 副科局长级 1
40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相关或相近专业学历，具有3年及以上国土、
规划、建设相关机构工作经历，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4 副科局长级 1
40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3年及以上产业招商、
产业发展相关工作经历。

5合计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岗位 岗位 岗位 岗位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报名要求报名要求报名要求报名要求

1
集团公司
总经理

1

43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本科及以上学历，中共党员，具有5年
以上大中型企业高管经验，有3年以上政府类平台公司或大型集团中层及以上
工作经验；熟悉企业经营管理和企业运作及各部门的工作流程；有良好的组织、
协调、沟通、领导能力及出色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能力以及敏锐的洞察力。

2
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1

4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3年以
上大中型企业高管经验，有2年以上政府类平台公司或大型集团中层及以上工
作经验；熟悉投资管理、产业经济学、金融、财务管理，企业融资担保等相关
知识；了解国家金融及相关行业政策，有出众的商业判断力、洞察力，对商业
机会有较强的分析能力，能够以前瞻性的眼光分析商业机会。

3
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1

4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3年以
上大中型企业高管经验，有2年以上政府类平台公司或大型集团中层工作经验；
熟悉工程建设相关的政策、制度与规定，以及相关法律知识；掌握道路、市政
设施和房建工程管理相关业务流程与法律法规；具备一定的计划能力和资源配
置能力，具有过程监控能力，具备较强的团队建设能力。

4
东达公司
总经理

1
4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具有3年以上
大中型企业高管经验，有2年以上政府类平台公司或大型集团中层工作经验。

4合计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专业代码专业代码专业代码专业代码 岗位类别岗位类别岗位类别岗位类别 招聘人数招聘人数招聘人数招聘人数 专业要求专业要求专业要求专业要求 学历学历学历学历、、、、学位学位学位学位 年龄年龄年龄年龄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0101 管理 10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秘、中国语言文化、
应用语言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
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新闻学、

广播电视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
网络与新媒体、播音主持等

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

35周岁
以下

2 0201 管理 10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工商管理、城市管理等
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

35周岁
以下

3 0301 管理 3
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金融、

金融工程、财政学等
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

35周岁
以下

4 0401 管理 3
经济学、经济统计学、商务经济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贸易经济等
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

35周岁
以下

5 0501 管理 3
法律、法学、经济法、商法、

国际经济法、国际法等
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

35周岁
以下

6 0601 管理 2
统计学、应用统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息与计算科学、

计算机、计算机应用等

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

35周岁
以下

7 0701 管理 1
土地资源管理、城乡规划管理、市政工程、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等
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

35周岁
以下

8 0801 管理 2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工程、
环境监测、环境保护、环境规划与管理、

安全科学与工程、安全工程、安全技术与管理、
安全生产检测监控、安全监察和管理、化学等

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

35周岁
以下

工作艰苦
适宜男性

9 0901 管理 1 医学类相关专业
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

35周岁
以下

10 1001 管理 5 不限专业
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

35周岁
以下

40合计

本报讯 近日，郑州金水
区杜岭街道张砦街社区党支
部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
际，举办了小“路长”志愿者
表彰仪式暨“欢乐童年，放飞

梦想”联欢会，精彩的表演赢
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孩子
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关爱
孩子的成长是我们的责任，
今后社区会提供更好的条

件，搭建更好的平台，广泛动
员孩子参与每一次志愿活
动，将志愿精神，播种在他们
的心中。”张砦街社区党支部
书记娄合滨说。

本报讯 近日，郑州
市城东路街道办事处商
城花园社区党总支组织
党员志愿者开展“品味端
午，满园飘香”端午节送
温暖活动。

活动期间，党员志愿
者们发挥各自所长“包粽

子”，有的是“五角粽”、有
的是“三角粽”、有的是“蕉
叶粽”。随后，党员志愿者
们将包好的粽子送到辖区
困难党员、群众家中，为他
们送上社区的关怀慰问，
让他们提前感受到了端午
节的温馨和温暖。

本报讯 为改善老旧小
区居民的居住环境，6月 2
日，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街
道按照《郑州市老旧小区整
治提升工作实施方案》要求，
全力推进连心胡同改造。

据介绍，该工程惠及
600多户居民，针对辖区老
旧小区设施不完善、内部道
路破损、排水设施老化、环境
卫生差、物业缺位等问题，全
面整治乱堆乱放、私拉乱建、

乱贴乱画，营造整洁有序生
活环境。

办事处王冬主任，带领
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
详细介绍改造方案，力促该
工程顺利进行。

本报讯 为进一步活
跃博学路区域党委的文化
生活气氛，展现健康向上
的精神风貌，5月29日上
午，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
党工委在龙子湖植物园举
办第一届“区域党委杯”沙
滩趣味运动会，博学路办事
处主任张琳，区域党委各成
员单位代表，以及办事处工
作人员参加活动。

博学路办事处主任

张琳向莅临活动的同志
和参赛选手表示欢迎，她
表示，举办此次活动，旨
在进一步活跃区域党委
的文化生活，汇聚推动博
学路和郑东新区加快发
展的强大正能量，同时希
望大家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把积极向上的精神转
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
竭动力，推动各项工作再
上新台阶。

本报讯 5月30日，郑州
二七区人和路街道联合二七
区应急管理、教体、消防、公
安、工商、食药、执法以及华府
社区、广兴社区等多部门，对
辖区内国风幼儿园、富达花园

幼儿园、德润海悦华庭幼儿
园、芙蓉花苑三期伯莱顿幼儿
园、欣雨幼儿园5家无证幼儿
园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现场，二七区教体局向
5家幼儿园下达停办通知，同

时将上述5所非法幼儿园的
560名孩子，分流至其他合法
幼儿园。人和路街道对其下
达安全隐患整改通知，提出
整改意见，要求其15日内停
止办学行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田育臣 实习生 刘昌源

杜岭办事处：将志愿精神 播种到孩子心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田育臣 实习生 刘昌源 刘可可 通讯员 汪敏

淮河路办事处：改造连心胡同 居民心更“连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致远 通讯员 王瑞

城东路办事处：给辖区居民送粽子

博学路办事处：举办沙滩趣味运动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悦生 通讯员 马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周广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