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招聘职位及要求

本次招聘业务类通用岗员工本次招聘业务类通用岗员工 3535 名名，，专业不限专业不限，，经经
济济、、金融金融、、财会财会、、统计统计、、数学数学、、法律法律、、计算机计算机、、文秘文秘、、新新
闻闻、、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优先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优先。。

一、招聘对象

境内普通高等院校和境外高等院校大学本科境内普通高等院校和境外高等院校大学本科
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并取得相应学位并取得相应学位，，专业符合对专业符合对
应岗位相关要求应岗位相关要求。。

境内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应在境内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应在 20232023 年年 1212 月月
3131 日前取得国家认可的毕业证日前取得国家认可的毕业证、、学位证和学信网学位证和学信网
学历认证报告学历认证报告，，并在报到时提供并在报到时提供；；境外高等院校毕境外高等院校毕
业生应在业生应在 20232023 年年 1212 月月 3131 日前取得国家教育部留日前取得国家教育部留
学生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生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学位））认证报告认证报告，，并在并在
报到时提供报到时提供。。

四、招聘程序

招聘工作坚持招聘工作坚持““公开公开、、平等平等、、择优择优””原则原则，，包括包括
以下环节以下环节：：

（（一一））报名和初选报名和初选
本次招聘统一采取网络报名本次招聘统一采取网络报名，，应聘者可登录应聘者可登录

报 名 网 址报 名 网 址（（http://campus.http://campus.5151job.com/jsnxzpjob.com/jsnxzp20232023））并并
按要求注册按要求注册、、报名报名。。

志愿选择及顺序非常重要志愿选择及顺序非常重要，，每个应聘者最多每个应聘者最多
可在全省岗位中选择可在全省岗位中选择 22 个志愿填报个志愿填报，，系统根据填系统根据填
报顺序报顺序，，优先将简历投递至第一志愿优先将简历投递至第一志愿，，只有第一志只有第一志
愿审核未通过才会触发第二志愿简历投递愿审核未通过才会触发第二志愿简历投递。。

11..报名截止时间报名截止时间：：20232023 年年44月月1616日日2424点点。。
22..初选截止时间初选截止时间：：20232023 年年44月月1717日日1616点点。。
（（二二））笔试笔试
线上笔试时间线上笔试时间：：20232023 年年 44 月月 2222 日日，，具体时间以具体时间以

通知为准通知为准。。笔试成绩查询时间另行通知笔试成绩查询时间另行通知。。
（（三三））资格复审与面试资格复审与面试
本行将组织笔试通过者统一参加资格复审和本行将组织笔试通过者统一参加资格复审和

面试面试，，面试前进行资格复审面试前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复审不合格的资格复审不合格的，，
取消面试资格取消面试资格。。相关审核材料需提供原件及复印相关审核材料需提供原件及复印
件件，，复印件请自留底稿复印件请自留底稿，，恕不退还恕不退还。。

（（四四））体检体检、、背景调查和录用背景调查和录用
本行将组织体检和背景调查本行将组织体检和背景调查，，结合综合成绩结合综合成绩

经公示后择优录用经公示后择优录用，，并按规定办理录用手续并按规定办理录用手续。。录录
用人员工资用人员工资、、福利待遇按行业有关规定执行福利待遇按行业有关规定执行。。被被
录用人员如不愿签订劳动合同或不服从分配录用人员如不愿签订劳动合同或不服从分配，，本本
行有权不聘或解聘行有权不聘或解聘。。

二、招聘基本条件

11..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信用记录信用记录，，遵纪守遵纪守
法法，，诚实守信诚实守信，，品行端正品行端正，，无违纪违法行为无违纪违法行为。。

22..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合沟通能力和团队合
作精神作精神。。

33..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健康良好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健康良好
的心理素质的心理素质，，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相关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相关
规定规定。。

44..本科生年龄不超过本科生年龄不超过 2626 周岁周岁（（19971997 年年 11 月月 11 日日
以后出生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不超过硕士研究生不超过 2828 周岁周岁（（19951995 年年 11
月月 11 日以后出生日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不超过博士研究生不超过 3535 周岁周岁
（（19881988 年年11月月11日以后出生日以后出生）。）。

55..符合银保监部门银行业从业人员有关要符合银保监部门银行业从业人员有关要
求求，，符合本行履职回避相关规定符合本行履职回避相关规定。。

五、注意事项

11..本行根据应聘者提交的信息进行审核本行根据应聘者提交的信息进行审核，，审审
核贯穿招聘全流程核贯穿招聘全流程，，应聘者应对申请资料的真实应聘者应对申请资料的真实
性性、、完整性负责完整性负责。。如故意或过失提供虚假如故意或过失提供虚假、、不完整不完整
信息或材料信息或材料，，本行有权取消其应聘资格本行有权取消其应聘资格，，解除相关解除相关
协议约定协议约定，，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应聘者自行负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应聘者自行负
责责。。

22..本行有权根据岗位需求及报名情况等因本行有权根据岗位需求及报名情况等因
素素，，调整调整、、取消或终止相关岗位的招聘工作取消或终止相关岗位的招聘工作，，并对并对
本次招聘享有最终解释权本次招聘享有最终解释权。。

33..招聘期间招聘期间，，本行会通过招聘系统提示本行会通过招聘系统提示、、电子电子
邮件邮件、、短信等方式通知审核进程或与应聘者联系短信等方式通知审核进程或与应聘者联系，，
请保持通讯畅通请保持通讯畅通。。

44..了解更多招聘讯息及相关动态了解更多招聘讯息及相关动态，，敬请关注敬请关注
““江苏辖区农商银行招聘江苏辖区农商银行招聘”“”“东台农商银行东台农商银行””微信公微信公
众号众号。。

55..本次招聘工作接受社会监督本次招聘工作接受社会监督。。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05150515--8527586285275862。。
监督电话监督电话：：05150515--8527596685275966。。
本简章由江苏东台农村商业银行负责解释本简章由江苏东台农村商业银行负责解释。。

郑重声明郑重声明：：江苏东台农村商业银行招聘考江苏东台农村商业银行招聘考
试无指定考试辅导书试无指定考试辅导书，，不举办不举办、、不委托任何机构不委托任何机构
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在校园招聘过程中在校园招聘过程中，，本本
行不会向应聘者索取任何账户信息行不会向应聘者索取任何账户信息，，请提高警请提高警
惕惕，，谨防受骗谨防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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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台农村商业银行是经批准成立的股份江苏东台农村商业银行是经批准成立的股份

制银行制银行，，拥有拥有 4444 家功能齐全的营业网点家功能齐全的营业网点，，截至截至
20222022 年末年末，，各项资产总额超各项资产总额超 500500 亿元亿元，，存贷款总额存贷款总额
近近 800800 亿元亿元。。连续连续 1515 年被东台市委年被东台市委、、市政府表彰市政府表彰
为为““综合先进单位综合先进单位”，”，荣获荣获““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状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状””

““江苏省文明单位江苏省文明单位”、”、省联社省联社““四好领导班子四好领导班子”“”“全国全国
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之家”、”、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最佳服最佳服
务县域经济贡献奖务县域经济贡献奖””等荣誉等荣誉。。

未来有你未来有你，，一路同行一路同行！！江苏东台农村商业银江苏东台农村商业银
行行 20232023 年度春季校园招聘正式开启年度春季校园招聘正式开启，，3535 个岗位虚个岗位虚
位以待位以待，，现诚邀国内外高等院校优秀青年学子加现诚邀国内外高等院校优秀青年学子加
盟盟，，期待与您同发展期待与您同发展，，共成长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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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大对制假售假、伪劣食品、药品、违法用水、安全违章、危房使用、违法装修、水事违法及无证照经营、
私屠乱宰、销售假酒、无证收购蚕茧等违法活动的打击力度，以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保护国家利益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现将有关执法和职能部门的举报投诉电话予以公布。

凡发现违章、违规及经济违法案件，请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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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投诉举报台 12315 85812315

稽查大队 85212882
东台市卫生监督所 85273120
东台市烟草专卖局 85219405 85213650
东台市财政监督检查局 85213994
东台市应急管理局
89561517、89561510、89561576
东台市盐务管理局 85231767
13407500505 15862038799
中国渔政东台大队中国海监东台大队
大队办公室 85212276
淡水中队 85275751海洋中队 85721446

东台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所 85212731
东台市农机安全稽查大队 85250566
东台市公路管理站 85212919
东台市运输管理处 85319811 85319820
东台市水政监察大队 69890865
东台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违章举报 85222228
用户投诉 85222233
东台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
68961015 68961016
东台市旅游执法大队 8956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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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决定对上级确权的三标段
贝类养殖用海使用权对社会公开发
包。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发包的海域概况：
发 包 的 三 标 段 海 域 面 积 为

14784.695 亩。承租期限 3 年（招标大
会宣布中标三天后即起算），具体海域
范围及有关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二、报名须知
凡有意从事海洋经济养殖的渔村

经济合作社、企业法人、专业渔民及18
周岁以上的社会公民等（国家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都可报名参加此次海域使
用权公开竞价发包，凡有意报名参与竞
包者报名时需携带单位法人证书、营业
照副本及本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并提供
复印件各一份，所有复印件上报名人要

签字，报名人须在报名期限内先缴纳诚
信履约投标保证金三标段 20万元（缴
纳户名：东台市弶港贝类公司，账户：
3209190271010000077999，开户行：弶
港农商银行，不接受现金，手机、网银转
账需提供开户行进账单），后再凭已缴
的诚信投标保证金凭证（必须出具银行
缴款单才有效）履行报名手续并缴纳资
料费100元（售后不退）,开标时凭已缴
纳的诚信投标保证金凭证，报名手续等
方可参与投标，手续不全的作弃权处
理。本次开标须交款报名人本人参加
开标，不接受授权委托人参加投标，如
有授权委托，即视为自动放弃投标权
利。参加投标的自动转为投标保证金，
无正当理由、未经招标方同意不参加投
标的不退还，无偿归招标方所有，中标

的自动转为按期签订合同、缴清承包款
履约保证金。招标其他事项详见招标
文 件 （ 勘 探 联 系 人 ：张 先 生
18361646632）。中标人的承包金在中
标后按约定期限缴纳至东台市弶港贝
类公司账户。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23年 3月 17日 15时

起至2023年 3月 23日 16时止（工作日
时间）

地点：弶港镇招投标办公室
报名联系人：何女士
联系电话：15895179110
开标时间、地点：另行电话通知，报

名人要保证通讯畅通，如无法联系责任
自负

特此公告

弶港贝类公司三标段海域合作经营使用权竞价
承租公告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王张宇遗失悦达地产（东台）

有限公司于2023年 2月 20日所开
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3张（发票
联），发票代码：032002200305，发

票 号 码 分 别 为 ：04894280、
04894281、04894282，金 额 分 别
为 ：970000.00 元 、18892.00 元 、
45000.00元，声明遗失。

招聘岗位：金融柜员
岗位职责：负责面向客户的

柜面业务操作、查询、咨询等工
作。

招聘条件：1、具有 2 年及以
上相关岗位（金融、营销、财经）等
工作经历。同等条件下，持有银
行从业资格证、保险从业资格证
或基金从业资格证等予以优先考
虑；

2、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农
村网点学历条件放宽至大学专科
及以上；

3、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
35周岁及以下，大专学历的30周
岁及以下。

工资待遇：提供五项社会保
险、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住房
补贴、重大疾病险、意外伤害险；
中秋、春节福利、生日蛋糕卡；免
费体检；职工往返交通补贴；职工

食堂、标准化职工宿舍；综合年薪
8-12万。

注：工龄、年龄均按至2023年
3月31日计算。

招聘岗位：理财经理
岗位职责：负责客户关系整

理、资产配置服务；负责投资理财
类产品销售；负责客户挖潜与提
升、组织客户活动；负责做好客户
维护及日常客户管理工作。

招聘条件：1、具有 2 年及以
上金融相关工作经历；

2、持有基金从业资格证和银
行从业资格证。持有金融理财师
（AFP）、认证私人银行家（CPB）
证书者予以优先考虑；

3、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农
村网点学历条件放宽至大学专科
及以上；

4、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

35周岁及以下，大专学历的30周
岁及以下。

注：工龄、年龄均按至2023年
3月31日计算。

工资待遇：提供五项社会保
险、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住房
补贴、重大疾病险、意外伤害险；
中秋、春节福利、生日蛋糕卡；免
费体检；职工往返交通补贴；职工
食堂、标准化职工宿舍；综合年薪
12-20万元。

报 名 前 请 电 话 咨 询
0515-85265322，15305111616
报名截止时间：2023年4月4日17时
报名通道

东台邮政分公司招聘

东台条子泥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就
条子泥湿地零星修复服务进行竞争性
磋商采购，现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供应
商参加投标。

特别提醒：项目区在海边，受潮汐
等影响，投标单位现场踏勘后综合各因
素考虑投标报价，结算不调整。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条子泥湿地零星修复服

务。
最高限价：32.61万元。
采购需求：按采购人要求完成条子

泥湿地零星修复服务，具体详见磋商文
件。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10日内
完成全部服务内容。

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否。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下列资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

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上一年度（或上上年度）经审计

的财务报告（成立不满一年不需提供）；
（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的相关材料（近期）；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

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

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
声明。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
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如委托被授权人参与，

则被授权人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并提
供供应商为被授权人缴纳的社会养老
保险证明；

（2）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
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
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三、获取采购文件

投标申请人可在东台市人民政府
（网址：http://www.dongtai.gov.cn）、
东台日报、江苏省东台沿海微信公众号

“东台沿海”上查阅招标信息，并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至 2023 年 3 月 23 日
采用电汇等不见面形式缴纳报名费，并
简单标注明投标报名项目名称及联系
电话。

投标申请人需以本单位正式职工
银行卡缴纳报名费用（在资格审查资料
里需提供近期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证
明复印件），报名时间以到账时间为准，
如过报名截止时间，报名费用不予退
回，且一切责任由投标申请人自行承
担。售价：300.00元，售后不退。

报名收款单位：东台条子泥景区管
理有限公司

账号：3209190271010000080814
开户行：东台农村商业银行弶港支

行
四、具体信息详见江苏省东台沿海

微信公众号“东台沿海”。

关于条子泥湿地零星修复服务
竞 争 性 磋 商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