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工作需要，遂宁东涪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遂宁·成都双流

国际机场城市候机楼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名额
遂宁·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城市候机楼招

聘工作人员职位表（详见附件 1）
二、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爱岗敬业，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未参加国

家禁止的组织及其活动，未受过刑事处罚及

党纪、政纪处分。

2.具备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知识和工

作能力。

3.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正常履行

工作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岗位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报考

1. 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或被开除公职

的；

2.有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查的；

3.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

4.其他有违反有关规定不适宜报考的。

三、报名考试
报名者（含应届毕业生）需提供本人有效

身份证、毕业证 (学位证 )原件和复印件或学

校出具的学历证明、本人自荐书 (包括自我介

绍、基本情况、工作经历等 )、相关专业资格证

书、工作证明等材料和近期 1 寸免冠证件照 2
张。

报名时间：2019 年 5 月 25 至 2019 年 5 月

27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3:30-17:00）。

报名地点：遂宁东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部（河东新区体育馆）。联系人：蒲昱帆，

联系电话：0825-2711497。

报名时须填写报名登记表，备注是否服

从调配，并由本人签字确认。

四、考试考核
1.方式：采取面试的方式，由东涪公司对

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进行综合调配，有不服

从调配或调配后仍达不到规定开考比例的，

则调减该岗位招聘名额或取消该招聘岗位。

参加面试人员与招聘岗位之比为 2：1。

2.内容：考察报考者的业务知识、工作能

力、综合素质等。

3.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聘用
按照考试总成绩高低确定拟聘用人员，

拟聘用人员体检、政审合格后，经公示无异

议，与河东新区管委会招标确定的劳务派遣

公司（或指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按规定程

序办理相关聘用手续。工资福利待遇按照河

东新区国有企业工资薪酬执行。

聘用人员试用期 2 个月，试用期内或试

用期满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其聘用资格。

六、组织实施
本次公开招聘由遂宁东涪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综合部具体组织实施。

本公告由遂宁东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综

合部负责解释。

联系电话：0825-2711497
附件 1：遂宁·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城市候

机楼招聘工作人员职位表

遂宁东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5月 24日

遂宁东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遂宁·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城市候机楼工作人员的公告

职位

编号

1
2
3
4
5

职位

票务人员

值机人员

检票人员

X 光机安检（行李）

X 光机随身安检

职位

数量

4
4
4
8
8

学历要求

大专及以上

大专及以上

大专及以上

大专及以上

大专及以上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35 周岁以下

35 周岁以下

35 周岁以下

35 周岁以下

专业要求

电子商务、

旅 游 、航

空、行政管

理 专 业 优

先

其他资格条件

女士身高 162cm 以上，男士身高 172cm
以上，形象气质佳，普通话标准，具备一
定商务礼仪知识，熟悉使用电脑办公软
件，综合条件优异者可适当放宽条件。

女士身高 162cm 以上，男士身高 172cm
以上，有一年以上安检工作经验，具有相
关资格技能证书者可适当放宽条件。

合同主体

遂 宁 市 金 盾
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河东
新区分公司

备注

1.应届毕业生
须在 2019 年 8
月 31 日 前 取
得毕业证 2.年
龄计算截止时
间为 2019 年 6
月 1 日

遂宁·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城市候机楼招聘工作人员职位表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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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能让老区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程中掉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到临沂看望老区人民、重温沂蒙精神时对临

沂的殷切期望。

5 月 9 日，记者随中国报业采风团来到当

年习近平总书记心系的著名革命老区临沂市，

一探这片红色土地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初夏蒙山，莺飞草长，一片生机。孟良崮

下，游人接踵而行。临工工业园焊接车间，机

器人心无旁骛“埋头焊接”。天源国际物流

园，车来车往货进货出……记者所到之处，所

见所闻，总有一种脉动的力量。

陪同的临沂同志介绍，目前，临沂已形成

工程机戒、木业、旅游、商贸物流 4 个产业集

群，营业收入过百亿的企业达 7 家。去年。

临沂市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4700 多亿元，GDP
排名跻身全国城市 50 强。今年一季度，新材

料、信息技术产业分别增长 9.1%、18.6%……

新旧动能转换正在沂蒙大地全面推进。

制造变智造
蒙山深处巨人崛起

1972 年 ，刚 刚 诞 生 的 临 沂 矿 山 机 器 厂

——山东临工还是一家不起眼的作坊小厂。

短短的几年时间，临工便靠着一股子闯

劲，成功完成了两代装载机的试制生产。20
世纪 90 年代，临工步入发展快车道，生产规

模进一步扩大而且产品也日益丰富，逐渐成

为国家大型骨干工程机械企业之一。

2007 年，国际机械巨头沃尔沃投资 7 亿

元人民币牵手山东临工，在沃尔沃的帮助下，

临工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进行新旧

动能转换，企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黄金十年。

目前，临工已跻身中国机械 100 强，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 2018 年，公司实现营收 370 多

亿元。

在临工大型挖掘机智能制造车间内 ,记
者看到这样的景象 :9 台机器人正对大挖动臂

和斗杆进行自动焊接 ,物料运输系统自动化

转运工件 ,车间所有制造环节的工作状态全

程监控。

“这个项目是去年投资 15 亿元建成 ,年产

大型挖掘机 3 万台。智能化水平超过全球工

程机械巨头沃尔沃 ,成为国内标杆、国际领先

的高端装备制造基地。”临工集团党委副书记

周维升介绍 ,主控阀是挖掘机的“心脏”,长期

以来 ,这一核心部件被国外品牌垄断。临工

集团转换新旧动能，智能化改造和自主创新

走在前列 ,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同行业的

差距。在这里，工人一天可以组装 70 多台挖

掘机，一台挖掘机从生产到交割最快 2.5 天完

成。

在临工大数据处理中心，遍布全国的 163
家分中心和这里联网，包含研发数据采集、服

务支持、市场分析三大平台，实时在线监测设

备运行状态，实现了数据采集、市场分析、服

务支持、渠道运营及物流业务的可视化集成

管控，为客户提供全过程施工综合解决方案。

在未来展厅，只见驾驶员坐在大厅里的

驾驶座椅上，轻松遥控操作 100 公里以外的

矿山工地一台挖掘机。通过大屏幕可以看

到，驾驶室内空无一人，正常前进后退、旋转，

挖料、装车，一系列动作如有人操作一样灵活

方便。

智能加机械的运用，师傅远程的精准遥

控，让同行的媒体人感叹不已：只要坚持创新

求发展，老区也能长出现代工业的“巨无霸”！

老区变旅游区
孟良崮下游人攒动

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雕塑前，前来凭吊

英烈、接受爱国教育的游客接踵前行，络绎不

绝。

72 年前，我华东野战军集中主力在临沂

72 崮之一的孟良崮与国民党主力部队激战三

天二夜，全歼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整编七十

四师及援军一部，共 32000 余人，对扭转华东

战局起了重大作用。

如今，战役指挥所、防空洞、击毙张灵甫

处等旧址犹存，孟良崮已成为中国十大红色

旅游区，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有了红色资源，临沂人做足活化使用大

文章。

近年来，临沂围绕乡村振兴，用好用活红

色资源，努力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

2018 年，临沂市旅游业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助力全市新

旧动能转换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助力全市脱

贫攻坚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助力弘扬沂蒙精

神。全市建设了 30 个旅游特色小镇和 100 个

旅游特色村，打造了 10 个乡村旅游目的地示

范区和 13 个乡村旅游创客基地，发展了沂蒙

山舍、富泉山居等一批高端民宿。先后建成

旅游咨询体验服务中心、旅游集散中心、全域

旅游超市和 11 个全域旅游服务区，在旅游管

理体制、旅游接待服务体系和旅游配套设施

建设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全市 93 个旅游

扶贫村完成脱贫任务，带动 6114 个贫困户、

1.59 万人实现脱贫。

远在蒙山深处的蒙阴县岱崮镇，正是在

山东东蒙企业集团的投资下，成为远近闻名

的 4A 级旅游景区——岱崮地貌景区，由于交

通、水利等条件限制，当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有较大难度，东蒙集团将此地特有的中国第

五大地貌——“岱崮地貌”作为旅游主打品牌

向外进行推介，并规划投资开发了占地 25 平

方公里的岱崮地貌景区。目前，这里已经形

成了多位一体、独树一帜的乡村休闲旅游综

合体，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无限生机。

在岱崮老街，农民就地就业，经营起当地

名小吃、特色小商品，生意很是红火。

来到人民公社食堂，可以容纳数百人同

时就餐的食堂大厅早已挤得满满当当。我们

好不容易找到座位加入食客大军中。吃着野

菜、啃着窝窝头……心里别有一番感慨。

塞崮变通途
物流之都崛起鲁南

临沂地处鲁南、长三角经济圈与京津唐

经济圈结合点、中国东部南北大通道中心枢

纽、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的核心区域，是中国

北方最大的市场集群和商品集散中心。

据介绍，临沂城市物流网络覆盖了全国

1800 个县级以上网点并辐射全球 30 多个国

家 和 地 区 。 2018 年 ，临 沂 商 城 物 流 总 额

7461.41 亿元，网络交易额 2288.01 亿元。

然而，当年的沂蒙老区是“四塞之崮，舟

车不通”，商品流通全靠肩挑马驮。

1994 年临沂建立地级市，借助优越的区

域位置和本地资源，临沂“一夜崛起”，用时仅

十年就实现了经济“大跨步”，2004 年成为首

个生产总值过千亿、人均过万元的革命老区

城市，成为北方的物流集散中心，享有“南义

乌北临沂”的美名。

临沂发展物贸有两大法宝：一是充分利

用人口稠密优势，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激

活商贸个体户、微型工厂等民营经济，重点发

展了化工、制药、陶瓷、木业、建材、食品等产

业，为用活人力资源“造桥铺路”。二是拓宽

渠道，让临沂商品进入市场大循环。提出市

场建设“五先五后”政策，即“先成市后建场、

先繁荣后规范、先综合后分离、先分散后集

中、先简易后提高”，指导市场，给经济休养生

息的机会。 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临沂市就

有 16 处市场年成交额过亿元，初步建成物贸

市场集群。2000 年起，临沂多次调整市场结

构，加快物流园区规范重组，逐渐建成上百个

各类专业市场。同时规划汽车站、火车站、内

陆无水港，改造市政系统，打造交通枢纽，为

物流之都“强身健体”。

天源商城是临沂物贸市场发展的缩影。

作为一家社区企业，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企

业现有固定资产 30 多亿元，2018 年物流总额

500 多亿元。商城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年天源

建起了“买全国”“卖全国”的商城，如今，天源

要“买世界”“卖世界”。他说：“我们已经在内

蒙乌兰察布建设天源国际物流园，这是我们通

往蒙古、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重要国际通道。”

天源背靠强大的物流体系、借助“一带一路”机

遇，将一定会迎来新的更大的发展。

随着大数据的应用，物流业面临新的机

遇挑战。近年来，临沂市不断加大规划和投

入，让传统物流提升“智慧”程度。目前，临沂

市已建成临沂商城大数据中心，这个大数据平

台整合了临沂商城 100 多家商贸物流企业平

台，133 个专业批发市场，2200 多条物流专线，

11.7 万辆物流车辆，6 万多家商户的商贸物流

数据，为物流之都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撑。

编者按：“人人那个都说哎 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 好风光。”这首广为流
传的《沂蒙山小调》让我们记住了革命圣地——沂蒙山，进而记住了革命老区——
临沂。建国 70 周年前夕，记者随中国报业沂蒙采风团，深入沂蒙腹地，零距离见证
了革命老区临沂紧紧围绕“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这根主线抓经济建设，全市
经济社会实现了快速发展。临沂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临沂：
红色基因释放澎湃动能
——百名社长总编辑沂蒙采风纪行

■全媒体记者 刘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