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9 2020年9月2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永明 版式编辑 陈阳

中国农业银行是一家同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的国
有大型上市银行，作为中国主要综合性
金融服务提供商之一，致力于建设经营
特色明显、服务高效便捷、功能齐全协
同、价值创造能力突出的国际一流商业
银行集团。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是中国
农业银行在湖南设立的一级分行，现
辖分支机构 860 个，拥有员工 15000
人。湖南省分行致力于建设“员工有
尊严、系统有影响、同业有地位、社会
有形象”的区域内主流商业银行，同
时，秉承“以人为本、人才强行”的人力
资源理念，为广大员工搭建施展才华
的广阔舞台。现面向海内外高等院校
诚聘优秀人才，热忱期待与您携手同
行，共创辉煌！

一、招聘需求（750人）
（一）综合业务岗（719人）。主要为

我行培养和储备综合营销、业务运营、
信息科技、财务会计、风险控制、法律合
规、产品研发、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网
点建设等专业型和管理型人才。录用

人员入职后，将安排在我行基层营业网
点岗位工作培养锻炼一定期限，后期视
个人表现及工作需要进行轮岗。

（二）信息科技岗（25 人）。主要参
与我行各类业务系统的软件开发、运行
维护、安全管理、数据分析等工作。录
用人员入职后直接安排在分行本部信
息科技部门工作。

（三）其他专业岗（6人）。包括本部
网点建设岗和法律岗。录用到分行本
部从事网点建设和法律事务工作，入职
后将先安排到基层营业网点进行为期1
年的培养锻炼。

具体的岗位职责说明和要求请登
录中国农业银行招聘网站（https://ca-
reer.abchina.com）查看。

二、招聘条件
（一）招聘对象以境内外高校 2020

年、2021年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应届毕业生为主。个别地区可招聘
2020 年、2021 年全日制大专学历应届
毕业生。（具体学历要求详见各招聘岗
位的职位描述）

1. 境内院校毕业生应能够在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毕业，取得毕业证、学位
证、就业报到证；

2. 境外院校毕业生应为 2020 年 1
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间毕业（以国
家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的学位获得时
间为准），并能够获得国家教育部学历
学位认证。

（二）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品行端
正，无不良记录。

（三）身心健康，具备良好的综合素
质，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敬
业精神和团队协作精神。

（四）部分岗位需具备一定的外语
沟通能力，详见招聘岗位的职位描述。

（五）符合应聘职位的其他资格条
件和胜任能力。

（六）符合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业从
业人员的有关规定，符合我行亲属回避
相关规定。

三、我行继续实行贫困家庭大学生
专项招聘计划，欢迎和鼓励贫困家庭大
学生应聘我行各类岗位。

四、招聘流程
（一）网上报名。网上报名为本

次招聘的唯一应聘方式。应聘者请
登录中国农业银行招聘网站（https://
career.abchina.com）进行在线注册和
岗位投报。报名截止时间：2020 年 9
月 25 日（周五）24:00。

（二）简历审查与甄选。我行将根
据招聘条件对应聘者进行资格审查，并
根据岗位需求及报名情况等，择优甄选
确定入围笔试人员。

（三）笔试。笔试时间初步定于 10
月中旬，我行将采取线上方式开展，笔
试前将安排时间试考，考生需自行准备
符合笔试要求的软硬件设备与环境，具
体考试时间和要求将另行通知。

（四）面试、体检及签约等。具体安
排另行通知。

五、报名操作流程
1.应聘者请登录中国农业银行招聘

网 站（https://career.abchina.com）或
关注“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
众号后进入“我要应聘”栏目（建议使用
该微信公众号绑定个人手机号码，便于
后续通过公众号接收处理招聘消息）。

2.注册会员并登录。

3.编辑并提交简历。点击“我的简
历”完成简历编辑，如实填写个人信息。

4.应聘具体岗位。在招聘网站中浏
览意向投报的职位，点击进入职位详情
页面，选择确定考试类别、考试地点等
信息后提交完成应聘。每名应聘者可
在湖南分行投报2个岗位（优先考虑第
一志愿），如投报2个岗位，则其中一个
必须是分行本部岗位。请认真阅读职
位描述，根据个人意向和条件选择投
报。

5.应聘完成后请务必在“我的投递”
中查看相关投报职位信息，确认已完成
应聘流程。

六、注意事项
1.应聘者应坚持诚信，对个人信息

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负责，不得弄虚作
假。如与事实不符，我行有权取消其考
试和录用资格，解除相关协议约定，后
果由应聘者本人承担。

2.我行校园招聘相关工作的唯一发
布 渠 道 为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招 聘 网 站

（https://career.abchina.com）, 所 有 招
聘信息均从该网站发布，并通过网站通

知信、手机短信等方式通知应聘者，请
广大应聘者予以关注，防止出现个人信
息泄露及财务风险。

3.我行从未成立或委托成立任何考
试中心、命题中心等类似机构，从未编
辑过中国农业银行任何应试参考资料，
也从未向任何机构提供过校园招聘考
试相关资料和信息。

4.笔试、面试等后续安排及要求仅
通知应聘者本人,请应聘者密切关注我
行报名网站公告和个人通知信。如应
聘者的手机号码、邮箱等联系方式发生
变更，务必及时登录招聘系统进行更
新，以确保通信畅通。

5.职位申请成功后再编辑“个人中
心”-“我的简历”的内容将不会更新已
申请职位的简历信息，如想修改，请在

“我的投递”中取消申请后重新投递。
6.我行在笔试和签约环节，将通过

招聘网站向入围笔试和最终录用人员
发送确认通知，如收到确认信请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确认操作。

7.应聘者若通过电脑浏览我行招聘
网站，建议使用 Chrome、360、IE11 以
上版本浏览器。

8.咨询方式：abc_hunan@126.com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

2020年8月26日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2021年校园招聘公告

湖南日报记者 罗毅
通讯员 王曙明 周云涛

处暑已过，太阳打在脸上，仍火辣
辣的。

李国春、张华林带队，在永州市金
洞管理区小金洞村转了大半天，看了五
六个点，挥汗如雨，却兴致不减。

张华林是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党支部书记，驻村扶贫队队长、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李国春是永州职院党委副书
记，分管扶贫，每月至少来村里一次。

他们用行动，作出了一份令当地百
姓满意的答卷：两年多时间，在他们帮
扶下，省级贫困村小金洞村贫困发生率
由 31%归零。

“宝山”脚下有“穷人”

金洞管理区境内有 6 万亩楠木，其
中树龄在 100 年以上的楠木多达 6000
株，当地五代同堂的楠木“集群”比比皆
是。小金洞村的楠木主题公园里，就长
着一株树龄超 500 年的“楠木王”。

楠木是金贵木材，但因为封山禁
伐，“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小金洞村，乡
亲们多年来守着“宝山”，致富梦却难
圆。

原小金洞村在村支书奉和春等党
员干部带领下，旧貌早换了新颜。但因
为临近的欧菜河村并入小金洞村，到
2017 年，小金洞村仍是省级贫困村。全
村 285 户 1178 人，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07 户 373 人，贫困发生率达 31%。

山乡巨变，随着 2018 年 3 月永州职
院扶贫工作队进驻开始。

“3分钟旅游圈”

小金洞村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河
两岸云遮雾绕，飞瀑流泉。

近日下午，工作队员成周帆开车、张
华林带路，沿着小黄司河河道蜿蜒行驶
10多公里，到了素有“亚洲第一漂”的金
洞漂流起点小黄司河村。身着救生衣的

“水手”在迎候一批批乘坐旅游大巴上山
起漂的游客。

金洞漂流是金洞管理区开发的一个
旅游项目，具有奇、险、幽、秀、野的特征，
是盛夏游玩好去处。其牛头山服务区吸
收了10多位小金洞村村民务工。奉美丽
就在其中，漂流季每月有两三千元工资。
沿线各村共有100来位村民在漂流公司
做“水手”，驾漂一趟可获80元。

金洞漂流年接待游客8万多人次，楠
木主题公园每年吸引游人6万多人次。但
如果留不住客，消费还是有限。

风景如画的楠木主题公园斜对面，
楠木湾畔民宿工地上十几个工人在铺
地、刷墙，干得热火朝天。

楠木湾畔民宿，是永州职院在小金
洞村扶持的最大一个项目。利用几栋“空
心”土砖房，学校筹资 440 万元，加上管
理区、本地能人以及贫困户入股，共计投
入 880 万元，将村子整修成花园式度假
村。著名餐饮品牌企业永州故乡缘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得知消息，参与投资1000
多万元，建成可容纳20多个家庭的民宿、
30多人团队的青年旅舍。

“‘楠木湾畔’民宿过去是楠木主题
公园，再往上走，是50亩野生玫瑰花海，
往左走是村民李宝成投资120万元建设
的金岛湾水上乐园，往右是金洞漂流牛

头山游客接待中心。每个景点之间不过3
分钟车程，足可让游客流连忘返。”对张
小金洞村“旅游地图”，张华林了然于胸。

小产业带出旅游“伴手礼”

金洞漂流一般 6 月下旬开漂，10 月
份结束。剩下的日子里，如何让村民有事
做有收入？张华林和队员们一招一招使
出来。

在村道水泥路上行驶几分钟，原欧
菜河村活动中心门墙上，一块“将军崖野
生茶生产合作社”的牌子映入眼帘。

张华林介绍，将军崖是山顶一块形
似古代将军的巨石，周围漫山遍野有着
几万亩野生茶树。2019年，工作队扶持5
户村民合股建起了这个茶厂，主要加工
生产明前茶。去年售出两三百公斤，均价
2000 多元。今年初因为疫情影响，周边
几个村的乡亲们没出门，在家采茶更多。

“今年光工资就支付了27万多元，奉
美丽一个月工资加卖茶提成有 8000 多
元。”张华林说。

接近山顶，一片青苗随风招展。这是
在工作队引导下，采用“龙头企业+贫困
户”方式建起的名贵中药材黄精种植基
地，共有 270 亩。25 户挂靠贫困户，每年
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

村里的技术大王奉和平会电工、懂
养殖。工作队为他联系信用社，争取到
小额信用贷款。学校派出专家指导奉和
平养了 10 多头猪、2000 多羽鸡鸭，并
带领村里 6 家贫困户组建了小型施工
队，农闲时为当地百姓建房、安装水电。
今年他家收入预计将超过 10 万元，所
带领的贫困户每户务工收入也将超过

2 万元。
“小金洞的腊肉、鸡鸭味道可是一

绝。我们正在帮村民注册商标，以后就是
游客最好的伴手礼。”张华林乐呵呵地
说。

扶贫路上惊险一瞬

今年54岁的张华林，最为遗憾的是
没能出席去年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留学
的女儿张宁一农学博士学位授位式。还
在荷兰做博士后的女儿也想不到，父亲
在扶贫路上曾经历生死一瞬。

那是2018年10月，后盾单位永州职
院筹资 260 余万元，修建小金洞村马知
坳至蚂蟥皂和芦茅源两条通组公路。马
知坳至芦茅源工线上，傍山那边陡如直
立。一台挖机不小心碰倒了路边电杆，张
华林带着队员上前查看，突然察觉头上
有碎石滚落。“危险！快撤！”张华林大喊。
几秒钟后，700多方土石倾泻而下，正落
在张华林刚才站立的地方。工作队员与
死神擦肩而过。

工作队员窦舟、成周帆都新为人父，
公路修建和资料上报等工作繁重。扶贫
点与家里虽不到百公里路程，却经常两
三个月回不了家，回家后孩子看到他俩
就躲。他们自嘲道：“村民把我们当亲人，
孩子把我们当外人。”

8 月 31 日，刚从楠木湾畔工地回来
的故乡缘公司董事长黄飞告诉记者，首
期餐饮与民宿，初定10月份开业。届时，
还将开设金洞本地农户生产的特产腊
肉、干笋、野生茶、茶树菇、冷水鱼等的展
销厅。目前，扶贫工作队协助公司已与多
家农户达成购销意向。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成
俊峰 通讯员 唐朝辉）为加强灌区管
理与保护，近日，欧阳海灌区干渠河
长制委员会办公室在衡阳市挂牌成
立，欧阳海灌区干渠正式纳入河长制
管理体系。这是全省大型灌区干渠首
次纳入河长制管理体系。

欧阳海灌区干渠长 292.4 公
里，设计灌溉耒阳市、衡南县、常宁

市、珠晖区农田共72.74万亩，为我
省第三大灌区。其中，这次纳入河
长制管理体系的干渠长253.402千
米，由衡阳市河长办与欧阳海灌区
管理局联合成立的灌区河长制委
员会管理。

据介绍，目前欧阳海灌区所设河
长共141人，涉及耒阳市、常宁市、衡
南县等3县市21个乡镇（街道）。

欧阳海灌区干渠
纳入河长制管理体系

唤醒了沉睡的“宝山”
——记永州职院驻小金洞村扶贫工作队

湖南日报记者 曾玉玺
通讯员 阳醉文

“黄河村的邓俊贤因家庭
原因，急需帮助。”“这个学生由
我来结对帮扶，让他安心完成
学业。”

8月底，临近开学季，双峰
县三塘铺镇梦圆爱心扶助会正
在讨论“一帮一”扶贫助学事
宜。了解到邓俊贤的情况后，双
峰县政协委员杜信平决定帮扶
这名学生。

邓俊贤是中国矿业大学学
生，入校时以优异成绩获本硕
博连读资格。今年8月，其父邓
敏湖因肝硬化、急性肾功能不
全，正在采取保守治疗，每月医
治费7000元以上。眼看即将开
学，3 万多元的学杂费和生活
费还没有着落，邓俊贤一家很
着急。

当天中午，杜信平等人来
到邓俊贤家，介绍政协委员“一
帮一”扶贫助学方式，并送上
5000元助学金。邓俊贤说：“我
会继续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
绩回报叔叔阿姨的爱心，也希
望自己能早日成才，回馈社会
与国家。”

近年来，三塘铺镇坚持“扶贫必扶
智，扶智靠教育”，在落实各项教育扶贫
政策基础上，引导社会爱心力量参与助
学。该镇党委政府推动成立梦圆爱心扶
助会，已累计筹集爱心基金近500万元，
资助贫困学生400余人次。

从2017年开始，三塘铺镇政协联工
委向社会爱心人士发出“一帮一”扶贫助
学大结对倡议，该镇梦圆爱心扶助会积
极响应，已有12名双峰县政协委员和25
名党员参加“一帮一”助学行动。目前，共
有 42 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成为“一帮一”
扶贫助学大结对资助对象，累计资助
100万余元。

600多台收割机助力

武冈全年预计产粮38万吨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张

佳伟 通讯员 罗建峰 刘和平）金
秋时节，稻谷飘香。武冈市 27 万多
亩中稻进入收割期，来自产粮区的
600多台收割机助力粮食收割。

8月28日，在武冈市湾头桥镇，
一台台收割机开足马力，在金黄的
稻田里来回穿梭。随着收割机的轰
鸣运转，谷粒、稻草有序分离，切
割、脱粒、粉碎稻秆等工序一气呵
成，稻田留下一排排整齐的稻茬。
随后，装满稻谷的收割机开到机耕
道边，饱满的谷粒通过出粮口自动
装入农用车厢中运走。

“以前人工收割，一天只能收

割七八分地，效率低；使用农机
后，1 个小时就可以收割三四亩。”
收割机操作员刘继武说。“有了收
割机帮忙，省时、省力，不到 20 分
钟一亩稻谷就收完了，秸秆直接
粉碎还田，避免焚烧造成的环境
污染。”湾头桥镇朝阳村村民刘小
平说。

今年，武冈市水稻播种面积80
多万亩，其中双季稻种植面积26万
多亩，保收产量亩产800多公斤；一
季稻种植面积27万多亩，亩产530
公斤以上。全年稻谷产量预计38万
吨，水稻收割机械化程度 90％以
上。

湖南日报9月1日讯（通讯员 邓和
明 胡前锋 记者 颜石敦）8 月 31 日下
午放学后，在嘉禾县广发镇白觉村“留
守儿童之家”，广发中心学校4年级学生
李辉通过网络视频，向父母汇报自己新
学期的打算。

据了解，白觉村“留守儿童之家”每
星期都会安排孩子通过网络视频与在
外务工的父母交流，这一暖心举措受到

孩子及家长赞扬。
嘉禾县地少人密，外出务工人员达

12万余人，多数儿童留守在家。县民政
局局长李楚厚介绍，目前全县有在校中
小学生 51482 人，其中留守儿童 7255
人。为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免除外
出务工人员后顾之忧，该县大力建设

“留守儿童之家”。目前，全县建成“留守
儿童之家”106个，分别配备学习用品、

体育用品、电脑等，还开通了网络视频。
每到寒暑假，众多志愿者来到“留守儿
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咨询、爱
心帮扶等。

走进广发镇白觉村“留守儿童之
家”，见两张大长桌摆在中间，桌子两
旁摆满了供孩子学习和做游戏的小凳
子，墙角柜子里摆放着各种书籍，还有
乒乓球拍、跳绳、羽毛球拍、篮球等。
放学后，白觉村的孩子都喜欢往“留守
儿童之家”跑，在这里找到快乐和温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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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建立“留守儿童之家”106个

9月1日，新田县举行2020年“爱心·成就梦想”助学、奖励活动，现场发放资金104.8万元，奖励26名高考成绩优秀大
学新生，资助181名贫困大学新生，助力学子圆梦大学，成就梦想。 刘贵雄 廖学忠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谢助民

8月30日，一群“驴友”走进舜
皇山避暑探幽，千亩银杏园内，上
百头梅花鹿正穿林漫步，大家忍不
住停下来拍照。“你看我拍的这张，
这不就是现实版的‘呦呦鹿鸣，食
野之苹’嘛！”一名“驴友”的话引得
众人共鸣。

听到这样的赞誉，唐建军很高
兴。“哈哈，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创
造‘美丽经济’。”唐建军名下的永
州市人和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是永州市“北鹿南养”鹿产业化龙
头企业，目前养鹿200余头，鹿产品
走俏省内外，年产值近3000万元。

2018年，在广州经商的唐建军
返乡二次创业，他将目光投向养鹿
经济。经过考察，他选择在舜皇山
脚下西岭千亩银杏园落户，首批养
殖110头梅花鹿。

要实现“北鹿南养”，还得破解
“北鹿难养”的问题。唐建军从东北
聘请两名专业饲养员，还总结出

“北鹿南养”新方法。“我们养的梅
花鹿肉质细腻鲜嫩，深受市民喜
欢。”唐建军自豪地说，今年公司仅

出售鹿茸、鹿茸酒、鹿茸血就收入
300 多万元，申报“舜皇鹿”商标也
成功获批。

唐建军介绍，公司吸纳附近10
余名贫困户就业。要把‘舜皇鹿’品
牌做优做强，才能让更多村民分享
产业红利。“我每天负责做两顿饭，
一个月工作有 2000 元。我丈夫也
在这里打季节工，两个人一年能赚
4万多元。”在食堂工作的邓小娥乐
呵呵地说，家里还有 6 亩稻田、40
亩柑橘和1000多羽鸡鸭。

公司的发展搅动了山村里的
一池春水，前来赏鹿的游客络绎不
绝。唐建军嗅到新的商机，开始将
鹿元素融入乡村旅游、美丽乡村、
特色小镇等领域，打造“美丽经
济”。

公司正打造集梅花鹿观赏区、
窑酒洞、植物花卉种植区于一体的
微旅游目的地，完善“春观花、夏割
茸、秋赏叶、冬进补”的四季旅游新
业态。同时，加快推动产品深加工，
让游客享受赏鹿、玩鹿、品鹿的乐
趣。

“力争 3 年后为周边农户提供
就业岗位500余个，带动周边1000
余户群众增收。”唐建军信心满满。

舜皇山下呦呦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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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福区1530万元
重奖科技创新企业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张
颐佳 通讯员 邓军）8月26日，在长
沙市开福区科技活动周会场，一批
科技创新企业领到“大红包”。该区
兑现发放2020年科技创新奖励单
位107项，总金额1530万元。

其中,湖南文盾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湖南天剑海洋工程设备有限
公司两家院士工作站分别获得奖
金100万元，菁芒众创、草莓V视、
马栏山创智园等这13家国家备案、
省级、市级双创平台等分别获得50
万、30万、20万元。

近年来，开福区通过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技强区
发展战略，不断加大科技投入。
2017 年至今，真金白银支持企业
科技创新奖励超过 5000 万元。该
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 2016 年
的 35 家增长到 2019 年的 187 家，
4 年时间数量增长 4 倍多，目前，
市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企业技
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创
新平台 43 个，组建省、市级院士
工作站 2 个，拥有市级以上科技企
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双创平台 18
个，该区科技创新实力取得重要
突破和迅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