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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秋季校园招聘启事

绍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绍兴市政府直属企业，主

要负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公共交通建设和经营、资产

资本投资和运营等职能。目前，集团公司内设 9 个部室，下属 9

家子公司，员工约 5700 人。现根据集团发展需要，对集团公司

及下属单位相关岗位开展校园招聘工作。

一、招聘岗位及资格条件

（一）基本要求

1.面向 2021、2022 届本科及以上毕业生，要求按期毕业并

取得毕业证、学位证和报到证，海外留学生需取得国家教育部

颁发的学历学位认证；

2.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能

胜任本职工作；

3.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吃

苦耐劳，事业心、责任感强；

4.中共党员、学生干部、“985、211、双一流”院校等毕

业生同等情况下优先考虑。

（二）招聘人数和资格条件具体要求详见附表 1

二、招聘程序

按照简历投递、资格初审、考试、体检、考察、集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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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公示、招录的程序进行。

（一）简历投递

请于2021年10月31日前，将《应聘登记表》（附件2word+pdf

格式；附件 3word 格式）及应聘岗位相关的证明材料的扫描件，

统一打包发送至 2046096079@qq.com；邮件标题统一为：应聘岗

位+姓名。（其中 2021 届毕业生要求提供：身份证、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学信网学历证明、获奖证书等资料；2022 届毕业生

要求提供：身份证、学生证、学信网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获奖证书等资料）

（二）资格初审

对应聘人员进行网上资料初审，确定参加考试人员。同一

岗位符合条件的应聘人数不低于招聘计划数的 2 倍，不足规定

比例的，酌情核减或取消该岗位招聘计划。若招聘计划取消的，

通知该岗位已报名人员，可在规定时间内改报其他符合条件的

岗位。资格初审符合条件者，将以电话或手机短信形式通知考

试，不符合条件者不再通知。

（三）面试

面试方式为结构化面试，面试满分为 100 分，合格分数为

60 分。面试不合格者，不能列入体检、考察对象。面试过程中，

出现人员自行临时取消而导致面试人数不足 2 人时，若同意调

剂，可并入相近专业岗位面试，若不同意，则该岗位不开考；

超过 2 人按实际参加面试人数调整录用比例。

（四）体检、考察

体检工作由集团公司统一组织实施。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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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标准执行。报考人员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体检的，

视为放弃体检。对体检合格者进行考察，主要内容为入围人员

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行、遵纪守法等方面。

（五）公示、录用

体检、考察通过后，根据应聘人员成绩及体检、考察情况，

确定各岗位拟录用对象，经集团公司党委会讨论确定后，在企

业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满后，没有反映或反映有问题

经查实不影响录用的，2021 届毕业生，由招录单位办理录用手

续；2022 届毕业生由招录单位先签订《三方协议》，毕业后办

理录用手续。对反映的问题一时难以查实的，暂缓录用，待查

清后再决定是否录用；对反映有影响录用问题并查有实据的，

不予录用。

三、薪酬待遇

薪酬待遇根据录用人员单位薪酬制度执行，员工享有“五

险二金”、法定节假日、年休假、健康体检、员工培训等待遇。

四、其他说明

（一）应聘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录用资格，并按

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在正式录用前将进行现场资料复核工作，报名材料或信

息不实，恶意填报信息或伪造、涂改证件的；

2.故意隐瞒影响聘用的疾病或病史，或在体检过程中串通

体检工作人员作弊，或通过请他人顶替体检以及交换、替换化

验样本等方式进行作弊，影响体检结论的；

3.攻击公开招聘启事、公示发布网站，扰乱公开招聘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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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招聘结果公布后，为达到个人目的，造谣诽谤，恶意举

报他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5.有其他严重违纪违规和违法行为的。

（二）因应聘人员放弃体检，或体检、考察、公示不合格，

或因构成犯罪、逾期不报到等情况导致招聘职位空缺的，可在

相应职位面试合格人员中按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

（三）1 人仅限投递 1 个岗位，同时投递多个岗位的，视作

本人自动放弃报名。如无信息更新，请勿重复投递。

（四）应聘人员须认真填写随时可联系的电话，并保持联

系电话畅通。如因联系方式或信息错误无法联络到本人的，视

作本人自动放弃。

（五）若本次招聘部分岗位无合适人选，集团实际招录将

少于需招聘人数或暂缺。

（六）员工入职后需服从集团统一调配。

（七）录用公示后，被录用人员放弃或无正当理由逾期不

报到的，取消录用资格，并在 2 年内不得报考我单位。

应聘者可通过电话咨询招聘相关事宜，谢绝来访。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孟老师/叶老师，0575-85156650；工作日上午

8:30-12:00，下午 2:00-5:00

公司地址：绍兴市凤林西路 135 号交投大厦

集团网址：http://www.sxsjttz.cn/

集团微信公众号：SXJT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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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市交投集团 2021 年秋季校园招聘需求一览表

类别 序号 招聘单位 岗位名称
需求

人数
岗位要求

工程

管理类

1
绍兴市交通建设有限公

司

交通工程管理

（路桥方向）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路桥专业。

2

绍兴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绍兴市高速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管理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土木工程类、工程管

理类、工民建等相关专业。

3
绍兴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安全管理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交通安全管理等相关

专业。

4
绍兴市高速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桥隧养护管理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交通路桥工程专业。

5
绍兴市未来社区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管理

（房建方向）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房建工程相关类专

业，有较好的组织协调、表达沟通能力和团队

合作精神，有工程类资格证书优先。

运营

管理类

6
绍兴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机务管理 3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交通运输类、机务管

理类等相关专业。

7
绍兴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营运服务管理 7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交通运输类、营运管

理类等相关专业。

行政

管理类

8

集团综合事务部、绍兴市

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市高速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浙江越路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绍兴市未来

社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文秘、党务、

综合管理
10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新闻传播学类、汉语

言文学等相关专业；具有较好的敬业精神、组

织协调能力及扎实的文字功底，在校级及以上

刊物上公开发表过文章；现任或曾担任院（系）

及以上党组织、团组织、学生会（研究生会）

干部优先。其中党务类工作要求中共党员（含

预备党员）。

9

绍兴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绍兴市高速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 6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财务管理、会计学等

相关专业；熟悉财务融资、税务、成本管理等

全面业务工作；具有较好的财务分析、财务软

件使用及文字表达能力。

其它类 10

集团综合事务部、绍兴市

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市高速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绍兴市公共用车

服务有限公司

数字化改革 8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熟悉计算机原理、信息

系统架构、操作系统及网络安全知识；熟悉计

算机、打印机等硬件设备的日常运行及维护。

具有数字化有关工作经历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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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绍兴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绍兴市公共用车

服务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 3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等相关专

业；有从事与市场营销、商务谈判等相关工作

经历优先；有较强的学习积极性和上进心，责

任心强，思维清晰，较强的团队意识；具有良

好的文字组织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12
浙江越路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经济贸易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贸易、供应链

管理相关专业；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组

织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市场经营意识，较强的

团队意识和责任意识；中共党员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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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绍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应聘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应聘

岗位

相片民族

户口

所在

地

籍贯

政治

面貌

文化

程度

身份证

号码

家庭

住址
联系电话

教

育

背

景

院校及学历（学位） 专业 起止时间 任何职

高中

本科

最高

学历

家庭成

员及工

作状况

关系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是否同意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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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实

习）

经

历

及

业

绩

起止时间 单位 岗位、任何职 主要工作业绩

获得证书明细：

获得何种奖励、处分：

有何特长、爱好：

本人愿对以上信息的真实性承诺，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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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应聘人员信息采集表

姓名 性别 籍贯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应届学历学位 毕业学校、专业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注：日期格

式，请用六

位数（如

200001）格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