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齐星汽车车身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公司
湖北随州鸿发蜂产品有限公司
湖北新东日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随州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大地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随州）有限公司
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有限公司
湖北季梁建筑有限公司
随州联合玉龙水务有限公司
湖北利康医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随州市黄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品源（随州）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庚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成龙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省烟草公司随州市公司
中盐湖北红四方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犇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黄鹤楼酒业（随州）有限公司
湖北丰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聚力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源丰化工有限公司
随州东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同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随州腾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楚胜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正野电器电梯有限公司
随州市永鑫电脑有限公司
湖北喜来丰肥业有限公司
湖北施特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随州市经济开发区博宇广告部
随州市鑫麦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金大生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随州市三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能运科技有限公司
随州市八方饮品科技有限公司
随州市兴霖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北银泰新世纪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湖北随中建设有限公司

随州随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恒誉档案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浩源林业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鑫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工贸广电家电有限公司
湖北澳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市怡景绿化有限公司
随州市曾随档案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方舟广告艺术装饰有限公司
随州市巴厘岛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公司
湖北聪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随州市驰翱摩托车经销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行
随州市华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鑫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富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随州市昌达商贸有限公司
随州市宇森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随州市漂亮宝贝美容美发有限公司
随州市新奥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宴艺传奇酒店文化传播湖北有限公司随州食神酒店

乐全季克拉旅店
随州市乐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盛荣威建设有限公司
随州市佳泰装饰有限公司
随州市西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铭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长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海发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随州市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处
随州市炎帝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随州市曾都食府有限公司
湖北绿城生态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市宏扬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楚欣专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湖北建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正兴工程造价事务有限公司
随州七彩印广告印务装饰有限公司
随州市一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随州市中正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随州市分公司
湖北齐飞抑尘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湖北耀邦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湖北岚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智乐游泳设施有限公司
湖北聚兴建设有限公司
随州市九易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随州市兴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武大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大自然米业有限公司
随州白沙洲农副产品物流园有限公司
随州安泰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市富航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颐养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随州炎帝能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市天成门窗安装有限公司
随州市奇骏农机有限公司
湖北宏宇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力威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润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合力特种车制造有限公司
随州市万松堂康汇保健品有限公司
湖北江威智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鸿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玉柴东特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东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金银丰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华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随州市畅达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集团湖北华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康牧专用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湖北田丰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随州市晖宏兴布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瑞力汽车有限公司
随州亿丰泵业有限公司
随州市曾都区宏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市伟业专用汽车配件厂
湖北新中绿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随州市弘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市曾都区云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市宏亮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湖北金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金龙铁路运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远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随州市九鼎化工矿产品有限公司
随州市曾都区桃源米业有限公司
曾都区顺民种植专业合作社
湖北银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随州神农百草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安易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随县鸿发石材厂
湖北长喜食用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随州市红景天现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随州市永祥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随州广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市金利石业有限公司
随州市西游记漂流有限公司
随州市瑞丰石材有限公司
湖北省随州市嘉冠石材有限公司
随州市方正建材有限公司
华能随县界山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华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大洋塑胶有限公司
广水市府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群兴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广彩印刷有限公司
湖北双剑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锦融建筑有限公司
湖北大自然农业实业有限公司
广水市新大帝土建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永阳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辉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广建建筑有限公司
广水市路桥工程公司
湖北天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湖北瑞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瑞生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华都钢琴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中瑞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宏鼎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鑫博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恒业建筑有限公司
广水市全信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腾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富竹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广水华丽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水市永兴建设有限公司
湖北迎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智创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和晟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水市徐家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金悦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盛宝纳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大洪山园泰中药材有限公司
湖北大洪山甲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随州神农茶业根茶有限公司
随州大洪山旅业发展有限公司
随州市楚天园艺有限公司
随州常盛食品有限公司
随州曾广水利水电工程咨询中心
随州天兴资产评估事务所
随州市汉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随州市鑫久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随县分公司
随州市国民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随州市瑞通达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随州市通达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随州方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湖北一峰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西游神话世界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湖北西游记公园有限公司
湖北九运边坡绿化有限公司
随州市博裕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盛汇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随州分公司

为推进全市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企业合同行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依据《湖北省合同监督条例》，报请市政府同意，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组织开展了随州市第十届（2018—2019年度）“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公示活动。经企业自愿申报、各基层单位初审、《随州日报》公示以及征信各相关部门等程序，决定公示湖北省齐星汽车车身股份有限公司等 197家企业为随州市第十届（2018—2019年度）“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希望被公示的企业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全市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中当好表率，作好示范。全市广大企业要以“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为榜样，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签约，诚信履约,为促进我

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随州市第十届（2018—2019年度）“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

（排名不分先后）

随州市第十届（2018-2019年度）“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名单

中国建设银行随州分行 2021年度校园招聘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在香港和内地上市的大型国有控股
商业银行，设有 14912个分支机构，拥有
员工 35万人。中国建设银行植根本土，
面向全球，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敢为人
先、追求卓越的进取精神，致力于成为
中国金融现代化建设的先行者。

中国建设银行随州分行是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的二
级分行，地处“炎帝神农故里、编钟古乐
之乡”随州市，目前随州辖内有 18 个营
业机构，在岗员工近 300 名。建设银行
随州分行倾心为随州经济建设提供全
方位、高质量、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实现
了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大幅提升，荣获
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湖北省“良好
银行机构”、湖北省服务标准化示范单
位等荣誉称号。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随
州分行现将 2021 年度校园招聘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随州分行及下辖随
县、广水等县市支行营业机构。

二、招聘条件

本次招聘对象为境内外普通高等
院校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
业生

（一）基本条件
1.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

和团队合作精神。
3. 专业不限，以信息技术、数理统

计、经济学、管理学、理学、工学、文学等
门类相关专业为主。

4. 具有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身体
条件，符合《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

（试行）》、《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
（试行）》的相关规定；具备健康良好的
心理素质。

5. 符合中国建设银行亲属回避的
有关规定。

（二）其他要求
1. 境内院校毕业生须具有全日制

普通高等院校大学本科（含）及以上学
历、学位，且在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7
月之间毕业，报到时取得国家认可的就
业报到证、毕业证和学位证。

境外院校归国留学生须在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7 月之间毕业，并在报到
时取得国家教育部出具的学历（学位）
认证。

2.未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3. 具有良好的外语沟通能力。英

语专业毕业生应至少达到英语专业四
级（含）以上水平。主修语种为其他外
语的，应通过该语种相应的外语水平考
试（如专业四级、八级等）。

三、招聘岗位及说明

（一）管理培训生。作为分支行部
门及网点负责人岗位的管理人才储备，
在基层进行一定期限的培养锻炼后，根

据培养情况，安排在分支行部门工作，
或作为网点负责人的后备人选。管理
培训生应毕业于境内外知名院校，并通
过大学英语六级（425分以上）或同等水
平的英语能力考试，境内院校毕业生须
在 2021年 1月至 7月之间毕业。

（二）科技类专项人才。主要从事
数据挖掘分析、大数据营销、技术研发、
系统运营维护等相关工作，重点招收数
理统计、计算机、软件工程、通信工程及
其他理工类专业毕业生。

（三）综合营销岗。主要从事客户
服务、柜面服务及业务营销等工作。新
员工入职后，先在基层网点柜员等岗位
进行培养锻炼，根据个人表现及工作需
要，聘任至营业网点或其他机构相关岗
位。

（四）柜面服务岗。主要从事网点
柜面服务工作，新员工入职后，在柜面
服务岗位上工作不少于 5年。

根据人才成长规律，着眼于员工长
远发展，新员工入职后应在我行基层岗
位工作两年以上。

四、工作地点

随州城区及所辖随县、广水市。

五、招聘程序

包括报名、初选、笔试、面试、体检
和录用等环节。

（一）报名。本次招聘分为官网报
名和移动端报名两种方式，具体说明如

下：
1. 官网报名。应聘者可以直接登

陆我行官方网站诚聘英才频道 (http://
job.ccb.com)并按要求进行注册、报名。

2.移动端报名。关注“中国建设银
行人才招聘”公众号，通过公众号底部

“我要应聘”入口进行报名。
每位应聘者最多可填报两个志愿，

在报名截止日之前可修改两次志愿，调
整志愿顺序也算一次修改。请根据招
聘需求及个人情况选择志愿。志愿选
择及顺序非常重要，请慎重考虑。报名
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8 日 24 点（北
京时间）。

（二）初选。我行将对应聘者进行
初选，并确定参加考试人员名单。

（三）笔试。初选通过人员将参加
我行统一组织的在线笔试。报名过程
中，应聘者需填写笔试科目意向，填写
内容仅代表应聘者的笔试申请意向，并
不代表已获得我行笔试资格，获得笔试
资格的应聘者将收到我行发送的笔试
通知，届时我行将根据应聘者在报名时
选择的笔试科目进行笔试安排。本次
招聘将组织在线笔试，应聘者无需选择
笔试城市。

本次招聘笔试分为综合类和信息
技术类两个科目，主要考察应聘者的专
业知识、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其中，
综合类笔试侧重考察经济学、财政金融
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基础、法律、营
销、管理、信息技术、数理统计等方面应

知应会的知识；信息技术类笔试侧重考
察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软件工程、信
息安全、中间件、主要分布体系及架构、
设计模式、数据结构与算法、开发语言
语法、数据库（语法）等方面应知应会的
知识。申请科技类专项人才岗位的应
聘者，笔试科目须选择“信息技术类”；
申请其他岗位的应聘者，笔试科目须选
择“综合类”。

本次招聘仅进行一场笔试，因此应
聘者一、二志愿选择的笔试科目应相
同，笔试成绩将在一、二志愿中通用。

（四）面试和体检。我行将组织考
试通过人员面试和体检。

（五）录用。我行将择优录用应聘
者。

六、相关说明

（一）招聘期间，我行将通过网站招
聘系统提示、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应聘者

联系，请保持通信畅通。
（二）中国建设银行有权根据岗位

需求变化及报名情况等因素，调整、取
消或终止个别岗位的招聘工作，并对本
次招聘享有最终解释权。

（三）为践行大行责任，关爱贫困大
学生群体，建设银行校园招聘招录过程
中 在 同 等 条 件 下 优 先 照 顾 贫 困 大 学
生。贫困大学生应符合以下认定标准
之一：1.纳入生源地扶贫办登记在册的
贫困家庭名单；2.纳入高等院校贫困生
库；3.获得贫困大学生国家励志奖（助）
学金；4.生源户籍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农
村户籍。

七、联系方式

建 行 随 州 分 行 咨 询 电 话 ：0722-
326326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行

2020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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