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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 2020 年市直事业单位面向全国引进

高素质青年人才公告

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按照山西省委“四为四高两同

步”总体思路和要求，围绕运城市委“五抓一优一促”经济工

作主抓手，经运城市委人才工作领导组研究决定，面向全国引

进高素质青年人才 200 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引进数量和专业

为运城市直事业单位引进高素质青年人才 200 名，专业要

求参照《山西省公务员报考专业设置分类指导目录》执行，具

体专业见附件 1。

二、引进对象和条件

（一）引进对象

1.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1979 年 5 月 6

日以后出生）。

2.国家教育部公布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

未列入国家教育部公布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

国内排名前三的行业重点院校及学科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1984 年 5 月 6 日以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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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教育部公布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全日制

本科生，年龄不超过 30 周岁（1989 年 5 月 6 日以后出生）。

（二）引进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3.拥护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5.具备引进人才要求的专业条件。

6.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报名人员的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须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

取得。

不得报名的主要情形：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和

公职的；在立案审查期间或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员。

（2）各级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招聘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

重违反录用、聘用纪律行为的人员。

（3）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不得聘用的其他人员。

（4）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在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不得

以原取得的学历、学位证书报名）。

（5）2020 年 5 月 6 日前，在运城市已就业的人员。

三、引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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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工作的主要程序包括七个环节：发布公告、组织报名、

资格审查、考核面试、体检考察、人员公示、办理手续。

（一）发布公告

在运城市人事考试中心网站（http://www.ycrkb.com/）发

布运城市 2020 年市直事业单位面向全国引进高素质青年人才公

告。

（二）组织报名

1.报名时间：5 月 14 日 8:00—5 月 28 日 18:00。

2.报名方式：通过电子邮件报名。邮件标题格式为：姓名+

毕业院校+专业，并连同以下资料扫描压缩后，发送至

rcyj2660541@163.com（jpg 格式，大小为 20kb 以下）。

3.报名资料：

（1）《运城市 2020 年市直事业单位引进高素质青年人才

报名表》

（2）有效身份证。

（3）毕业证、学位证、《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和《学位认证报告》。

（4）报到证或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各级人才交流服

务机构、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出具的档案存放材料。

未领取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需提供毕业院校出具的学历、

学位及所学专业材料。机关事业单位正式人员，需提供原单位

及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报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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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工作贯穿于本次人才引进的全过程。初审拟于 5

月 30 日前进行，审核结果及时反馈报名人员，复审与考察一并

进行。

（四）考核、面试

1.博士研究生不受名额限制，直接考核引进。

2.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报名人数小于等于引进计划未形成

竞争的，直接考核引进。形成竞争的采取考核与面试相结合的

方式引进，面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

3.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综合素质、专业素质、业务潜能等

方面。

根据考核、面试结果，依据总成绩由高到低确定体检、考

察人员。

（五）体检、考察

体检办法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

考察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思想、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等方面，

并同时对引进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复审。

体检、考察不合格的取消引进资格，所空缺的引进计划按

总成绩依次递补。

（六）人员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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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考察合格人员经运城市委高素质青年人才引进工作

领导组同意后，在运城市人事考试中心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

为 7 个工作日。

（七）办理手续

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办理相关手续。

引进工作中出现的特殊情况采用“一人一策”、“一事一

议”的方式，由运城市委高素质青年人才引进工作领导组研究

决定。

四、管理使用

（一）试用管理。运城市委高素质青年人才引进工作领导

组安排引进人才到市直事业单位工作，运城市就业和人才服务

中心为引进人才办理相关手续，试用期 1 年。试用期内由用人

单位进行管理，试用期满统一考核，聘用到市直事业单位。引

进人才的最低服务期限不少于 5 年（含试用期）。

（二）人才储备。建立运城市高素质青年人才储备库，将

所有符合报名条件未引进的报名人员纳入人才储备库。

五、激励保障

（一）户籍迁入。引进的人才及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子女

和父母，不受在运城居住年限限制，即可办理运城常住户口。

（二）住房保障。引进人才在聘用期间，租用政府投资建

设人才公寓或由用人单位负责购买租赁商品住房，解决人才住

房问题。未租用人才公寓或商品住房的，可申请每人每月 1000



6

元的租房补贴，补贴 5 年，由市财政负担，租房补贴与安家补

贴不重复享受。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 6 个月以上，本市

范围内购买自住住房，凭 20%的首付票据，在申请住房公积金

贷款时，具有偿还能力的可放宽至最高贷款额度。

（三）子女入学。引进人才的随迁子女，接受学龄前教育、

义务教育期间，由教育行政部门优先就近安排到优质幼儿园、

中小学就读，优先办理转学、入学手续。初中毕业生申请就读

普通高中的，享有与本地户籍初中毕业生同等报考资格，普通

高中在校生转入我市的，优先安排到同类别优质高中就读，不

得收取规定以外的任何费用。

（四）配偶就业。引进人才的配偶一同来到运城的，坚持

双向选择为主、统筹调配为辅。根据其配偶原就业情况及个人

身份、任职能力等条件，由组织、编制和人社部门会同用人单

位统筹协调解决。配偶属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的，

可调入相同性质空编单位或部门。暂时无法解决的，其人事档

案挂靠运城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协助推

荐就业。仍未实现就业的，参照引进人才单位职工平均工资，

为其发放 2 年生活补助，由市财政负担。

（五）交通保障。引进人才可申领“人才交通卡”，3 年

内免费乘坐市内公交。在我市购买首辆自用车办理牌照，可享

受全额上牌费用补贴，由市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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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金补助。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给予每人 10 万元的安

家补贴、每月 2000 元的人才津贴。以上资金从引进当年起，按

年度每年年底发放一次，5 年内发放完毕。服务期限未满解除

合同的人员，自解除合同当年起停止发放安家补贴。如遇特殊

情况，在符合政策情况下，城市低保和失业保险等予以支持。

（七）职称评聘。对于引进人才的首次聘任，用人单位可

按特设岗位直接聘任。首次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参

加专业技术资格和职业资格考试），不受任职年限、学历、资

历、外语和论文等限制，其在国内外取得的工作业绩与成果一

并视为专业技术业绩。

（八）职务职级。引进的博士研究生和“双一流”硕士研

究生，1 年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分别聘用为七级职员和八级

职员。博士研究生 4 年期满（含试用期）、“双一流”硕士研

究生 3 年期满（含试用期），考核优秀且符合相关任职资格、

工作表现突出的，根据干部队伍建设需要，经组织部门批准后，

可选聘到运城市直事业单位分别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正科级

领导职务。表现优秀并符合公务员调任条件的，在规定范围内，

优先予以调任。

六、特别提示

1.报名材料和信息必须真实准确，报名表所填写的专业要

与本人取得的毕业证书上所载明的专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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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城市人事考试中心网站发布引进工作相关信息，请报

名人员密切关注。

3.报名人员须按公告要求参加引进工作的各个流程。

4.报名人员要保持通讯畅通，如手机装有安全软件对未知

号码进行屏蔽，请取消。

咨询电话：0359-2660541（工作日上午 8:00-12:00，下午

14:30-18:00）

附件：1.运城市 2020 年市直事业单位引进高素质青年人才

专业需求目录

2.运城市 2020 年市直事业单位引进高素质青年人才

报名表

运城市 2020 年市直事业单位引进

高素质青年人才工作领导组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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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运城市 2020 年市直事业单位引进高素质青年

人才专业需求目录

哲学、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社会学与公共管理类；

卫生管理类；经济学与经济管理类；财政金融类；会计与审计

类；工商管理与市场营销类；旅游管理类；系统科学与管理科

学类；数学与统计类；法律类；汉语言与文秘类；新闻传播类；

教育学类；心理学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电子信息类；电

气与自动化类；能源动力类；机械与机电类；物理与力学类；

化学化工类；材料学类；地质地矿类；环境科学类；建筑学与

规划设计类；建筑工程类；交通运输类；水利类；农学与农业

工程类；林学与林业工程类；生物科学类；动物科学类；医学

类；药学类；测绘类；工业工程类；安全工程类；航天航空类；

大气与天文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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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运城市 2020 年市直事业单位引进高素质青年人才报名表

姓 名 性别

照 片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户籍所在地 民 族

婚姻状况 家庭住址

学 历 学 位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毕业时间 联系电话

执业资格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参加工作时间

学习工作经历

奖惩情况

家庭成员情况

本人

承诺

本人承诺所填写的信息真实有效，符合引进所需的资格条件。如有弄虚作

假而导致后果的由本人承担。本人联系地址、联系方式如有变更，将在 2 日内

告知。

报名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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