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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柯桥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招聘公告
二、报名

1.报名时间：2020年10月21日-10

月 23 日 ，上 午 8:45-11:30；下 午 2:

30-4:30。

2.报名地点：柯桥区群贤路2855号

区 建 设 集 团 A603 办 公 室 ，电 话 ：

84126785。

3.报名手续：报名时须提交本人身份

证、学历证书、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专业

技术证书、任职资格证书等相关证件（证

明）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两份）、近期免冠

1寸正照2张，有工作年限要求的，须出

具原单位工作经历证明及社保缴费记

录。年龄计算以2020年9月30日为截

止日;工作经历计算到2020年9月30日

止；在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期间参加社

会实践、实习、兼职等不能作为基层工作

经历。报名者所提供的全部资料必须真

实，如弄虚作假，取消报考资格。

三、公告发布

本招聘公告在区建设集团 （www.

kqctjt.com）、区财政局（http://www.

kq.gov.cn/col/col1601319/index.ht-

ml）“国企招聘栏目”、轻纺城人才网

（http://www.ctcrc.com.cn/）和柯桥日

报上同步发布。

四、考试

招聘考试分笔试和面试两个环

节。笔试成绩占 40%，面试成绩占

60%，面试成绩低于60分不予以录

用。笔试成绩在区财政局、区建设集

团网站公布,面试人选根据1:3的比

例从笔试成绩由高到低确定。

五、待遇

录用人员待遇按照国有公司薪酬

管理办法执行，录用一个月内签订劳

动合同，并办理养老、医疗、失业、工

伤、生育等保险。

六、其他

1.符合条件报名人数与招聘人数

比不足3：1的，核减或取消相应岗位

招聘计划。

2.考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3.拟录用对象名单在区财政局、

区建设集团网站公示3天。公示无异

议的，按规定办理录用手续。录用对

象逾期不报到的，取消录用资格。

4.录用人员均为绍兴市柯桥区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国有企业编制。

绍兴市柯桥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9日

岗位
名称

财务
管理

财务
审计

工程
审计

建筑工
程检测

空气涂
料检测

桩基
检测

引车员

外观底
盘检查
员

计划
数

2

1

1

3

1

2

6

2

专业

会计学、财务管理

会计学、审计学、会计
与审计、审计实务

土木工程、道路桥梁与
渡河工程、风景园林、
工程造价、建筑工程、

工程管理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建筑
工程、交通工程、道路桥梁
与渡河工程、城市地下空间
工程、市政工程、环境设计

应用化学、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与
工程、环境设计、环境

与艺术设计

土木工程、岩土工程、
勘查技术与工程

不限

不限

学历

全日
制本
科及
以上

全日
制本
科及
以上

全日
制本
科及
以上

全日
制本
科及
以上

全日
制本
科及
以上

全日
制大
专及
以上

大专
及以
上

大专
及以
上

年龄

35周
岁及
以下

35周
岁及
以下

35周
岁及
以下

35周
岁及
以下

35周
岁及
以下

35周
岁及
以下

35周
岁及
以下

35周
岁及
以下

资格条件

具有助理及以上会计职称；
3年及以上财务或融资管理
工作经历。

具有助理及以上会计或审
计职称；3年及以上会计或
审计工作经历。

具有造价员证，3年及以上工程造价
或审计中介工作经历。若具有注册
造价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职称的，
年龄可放宽到40周岁，年薪面议。

有C1及以上驾驶证且要求持有浙江省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员合格证书（考核
合格证明）或在用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检
测人员证书（考核合格证明）一年以上。

有C1及以上驾驶证且要求持有浙江省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员合格证书（考核
合格证明）或在用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检
测人员证书（考核合格证明）一年以上。

备注

需去工
地现场，
适合男
性。

根据工作需要，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若干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7日电 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
戈皮纳特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

示，得益于出口表现强劲及政府投资的刺

激作用，IMF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上

调至1.9%，中国经济正增长对于全球经

济复苏有溢出效应。

IMF近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其中发

达经济体将萎缩5.8%，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经济体将萎缩3.3%。中国是全球唯一

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预计全年增长

1.9%，较6月预测上调0.9个百分点。

戈皮纳特告诉记者，IMF上调中国

经济增长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出口表现好

于预期，以及公共投资带来刺激效应。全

球医疗设备、在家办公设备需求高企，带

动中国出口表现强劲。同时，中国政府对

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力度也高于预期。

戈皮纳特指出，在中国经济复苏过程

中，公共投资正在增长，私人投资也在恢

复，但消费领域复苏相对缓慢。她建议，中

国将财政政策重心从公共投资转移到为

家庭收入提供支持、强化社会保障网络上

来，让复苏从公共支出驱动，转向更依赖

私人需求驱动。

谈及中国经济在全球复苏中的作用，

戈皮纳特表示，作为主要经济体，中国经

济正增长对全球复苏有溢出效应，对周边

国家及中国的贸易伙伴尤其有益。

戈皮纳特说，全球经济二季度状况好

于预期，三季度也显示出强劲复苏迹象。

然而，由于世界多地疫情仍未得到有力控

制，这将拖累下一步复苏，需要频繁接触

的服务业尤其难以完全恢复。

戈皮纳特认为，全球经济面临漫长、

不均衡且高度不确定的艰难爬坡之路，病

毒卷土重来、贸易和投资限制增加，以及

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都可能给全球复

苏带来下行风险。她说，她非常担心疫情

再次暴发，如果第二波疫情导致更广泛的

封锁措施，将带来很大下行风险。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今年全球

贸易额将萎缩10.4%，明年将增长8.3%，

实现部分复苏。戈皮纳特认为目前全球贸

易不景气与全球需求疲软的现状相符。她

认为，未来贸易争端仍将构成下行风险。

她呼吁各国谨慎决策，不要转向保护主

义，同时改革国际贸易体系，实现世界贸

易组织的现代化。

戈皮纳特还说，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2020-2021年人均收入

增长预计将低于发达经济体，这意味着疫

情将导致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进

一步扩大。她告诉记者，低收入发展中国

家尤其需要国际支持，需要更多优惠融

资、援助、赠款和债务减免。

戈皮纳特认为，各国的当务之急是找到

控制疫情、结束健康危机的办法，而在这一点

上，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中国经济正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溢出效应
——访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

据新华社第比利斯10月18日

电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新达成的在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实施

人道主义停火协议18日生效后，双方

继续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发动攻

击，并否认了对己方破坏停火的指控。

阿塞拜疆国防部18日发表声

明说，当天中午亚方一架苏-25战

机在“试图空袭贾布拉伊尔地区的

阿军时”被击落。亚方军队在停火协

议生效后还进攻了阿境内的戈达贝

尔等地区。亚美尼亚外交部18日发

表声明，指责阿军当天在纳卡地区

南部发动进攻，导致人员伤亡。

纳卡地区新停火协议生效

双方互指对方破坏停火

10月18日，2020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开幕。大会聚焦工

业互联网在疫情防控和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中的新业态、新模式，如何促进

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等热点设置相关议题。 新华社 发

20202020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开幕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