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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雄县应急管理局
2021 年公开招聘合同制矿山救护队员公告

为满足我县应急救援需要，充实矿山救护队战斗力量，提高自

然灾害、各类事故抢险救援能力，镇雄县应急管理局决定面向全县

公开招聘合同制矿山救护队员。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范围、岗位及人数

招聘范围：具有镇雄县常住户口的男性青年均可报名。

招聘岗位：合同制矿山救护队员。

招聘人数：7名（本次招聘不设招聘比例，择优录取）。

二、招聘条件

（一）招聘对象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无违法犯罪记录，无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调查处

理情形。

2. 能吃苦耐劳，有奉献精神，志愿参加应急救援工作，承

认并执行临时聘用制度。

3. 年龄在 18周岁以上，25周岁以下（有优待情形可放宽）；

身高 1.65米（含）以上；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无纹身，无口

吃；无吸氧过敏，脸形无特殊适合佩用面罩；无色盲，视力双眼

裸视不低于 4.80；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其他身体条件。

4.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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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报考：

1. 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立案侦察的、曾受过司法机关刑事处

罚的;

2. 脸型特殊不适合配用正压氧气呼吸器面罩的;

3. 有传染疾病，脉搏不正常，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有疾

病的;

4. 有色盲、纹身、口吃等的；

5.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应聘的人员。

（三）优待情形：

1. 具有复退伍军人证加 3分，年龄放宽到 27岁。

2. 具有全日制国家教育学历煤炭行业专业文凭加 5分，年

龄放宽到 27岁。

3. 具有全日制国家教育学历大专文凭加 3分,年龄放宽到 27

岁；具有全日制国家教育学历本科文凭加 5分，年龄放宽到 28

岁。

4. 具有救援经历或相关救援资格证书加 3分，年龄放宽到 27

岁。

符合以上条件之一的在进入面试后，可以享受加分；符合多

个条件的，累计加分不超过 5分；加分分值计入总分。

三、招聘程序

本次招聘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

由县应急管理局抽调相关人员组织招聘，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

会监督，按照发布招考公告、报名、资格审查、考试、体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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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聘用等程序进行。

（一）发布招聘公告

2021年 6月 10日起，通过镇雄电视台、微镇雄等媒体向社

会发布公告。

（二）报名及资格审查

1. 报名时间：2021年 6月 10日至 2021年 6月 22日。

2. 报名地点：镇雄县南台街道办事处德政社区居民委员会

德政街 30号镇雄县应急管理局 5楼政工科，联系人：王靖锋，

联系电话：15969018899。

3. 资格审查与报名工作同时进行，不符合条件者不予聘用。

报考人员需持毕业证书、有效身份证或户口薄原件及复印件（属

于优先录用条件的人员还需提供相应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户籍所在

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近期同底小 2寸免冠红

底彩色照片 4张（含电子版），以及资格审核需要提供的其他相

关资料。不能提供资料，或提供资料与要求不符，审核不予通过。

资格审查通过的领取《准考证》参加考试。

报考人员要确保报名时所填写的联系方式真实有效，并保持

全天畅通，因通讯不畅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报考人承担。

（三）考试

考试项目分为体能测试、笔试、面试。笔试成绩占总分 30%、

体能测试占总分 50%、面试成绩占总分 20%。笔试成绩、体能

测试成绩、面试成绩均按“四舍五入”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1. 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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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方式：采用闭卷考试，满分 100分。笔试内容为公共基

础知识占 60%、时事政治占 20%、安全基础知识占 20%。

笔试时间、地点：详见准考证。报考人员参加笔试时需携带

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否则不准进入考场。

2. 体能测试

测试方式：连续完成 3000米跑、引体向上、举重、跳高、

负重蹲起 5个项目测试，满分 100分（其中：3000米跑 40分，

引体向上 30分，举重 10分，跳高 10分，负重蹲起 10分）。评

分标准见附件 2，测试前由考官向报考人员明确。

体能测试时间：另行通知。

地点：镇雄县应急管理局矿山救护队训练场。

报考人员考试科目不完整、体能测试成绩达不到 60分的不

得进入下一个环节。

3. 面试

根据体能测试成绩和笔试成绩按比例折算相加后，按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确定前 10名参加面试。如遇末位成绩相同，一并进

入面试。面试主要测试应聘人员的反应能力、处事能力、沟通能

力等（面试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总分 100分。

4. 成绩计算

报考人员总成绩=笔试成绩×30%+体能测试成绩×50%+面试

成绩×20%+加分分值。

（四）体检

按照拟招聘人数 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体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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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如遇末位成绩并列，以体能测试成绩分高者参加体检。体检

标准参照《矿山救护规程》，体检医院临时确定。体检费由报考

人员本人承担，不交纳体检费或不按时参加体检的，视为自动放

弃。体检不合格者不列为招聘对象，按总分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

补参加体检人员。

（五）公示

根据资格审查、考试、体检等结果，确定拟聘用人员后，按

照规定在镇雄电视台进行公示。公示期间接受社会监督与举报，

期限为 7天。公示结束后，没有反映或反映的问题不影响聘用的，

作为聘用人选；对反映有严重问题并查有实据的，不予聘用。

（六）聘用

公示结束后将无异议的拟聘人员交由镇雄县应急管理局矿

山救护队集中培训。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满、经综合考评合格

后，办理合同签订手续予以录用。

四、待遇

（一）录用人员为临时聘用，县应急管理局矿山救护队在试

用期满、经综合考评合格后，与录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

同期满后经本人申请，考核合格后，双方确定是否续签。

（二）聘用的矿山救护队员试用期发放工资 1800元/月，签

订劳动合同后，工资标准为 3000元/月，并按国家规定缴纳养老、

医疗、工伤等各项保险。

（三）县矿山救护队依照《矿山救护规程》等有关规定，对

聘用人员进行管理，实行 24小时不间断值班备勤轮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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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提示

（一）应聘人员报名时必须提交准确、畅通的联系电话，因

提供的联系电话停机或关机造成的后果由应聘人员自行负责。

（二）本次招聘笔试不指定教材和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

托任何机构和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三）应聘人员应妥善保管身份证、《准考证》等，以上证

件是参加考试各环节的重要凭证。

六、纪律监督

招聘工作由局纪检工作人员全程监督，接受县纪委、监委监

督。

在招考聘用工作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守纪

律，按照政策规定、条件标准、工作程序、严格把关，坚决杜绝

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不良现象。如有违纪情况发生，对违纪考

生取消聘用资格，对违纪相关工作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监督举报电话：镇雄县应急管理局 0870—3131806。

附件1. 镇雄县应急管理局2021年公开招聘矿山救护队员报

名表

2. 体能测试标准及评分办法

镇雄县应急管理局

2021年 6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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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镇雄县应急管理局
2021年公开招聘矿山救护队员报名表

姓名
曾用

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出生

年月

文化

程度

政治

面貌

婚姻

状况

体重 身高 籍贯

现住地

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

号码
专长

本人简
历（从
小学读
书开
始）

家庭主

要成员

备注



— 8 —

附件 2

体能测试标准及评分办法

体能测试成绩为以下 5项单项测试成绩得分之和。

1．3000米跑步：按规定线路跑，不准抄近路，不准借助任

何工具，违规者成绩记 0分。成绩计算：15分钟完成，得 30分；

每提前 2秒加 0.1分，提前不足 2秒则忽略不计；每超过 1秒扣

0.1分；满分 40分，加至满分为止。

2．引体向上：要求正手握杠、引体时，下颌过杠；放下时，

两臂伸直，下肢动作不限，脚不能着地，否则该次不计。成绩计

算：连续完成 8次，得 20分；每少完成一次扣 3分；每多完成

一次加 1分；满分 30分，加至满分为止。

3．举重：要求站立姿势，双脚叉开，提拉杠铃（30Kg）到

胸部，从胸部上举至两臂伸直算 1次。成绩计算：连续完成 10

次，得 7分；每少完成一次扣 1分；每多完成 1次加 0.5分；满

分 10分，加至满分为止。

4．负重蹲起：要求杠铃（40Kg）扛于肩上，双手扶杠，不

能扶膝，连续蹲起，蹲下时大、小腿夹角必须小于 90度。成绩

计算：连续完成 15次，得 7分；每少完成一次扣 1分；每多完

成 1次加 0.5分；满分 10分，加至满分为止。

5．跳高：用跳高架、跳高杆确定高度，起始高度 110cm，

单腿起跳，碰杆、钻杆属违例，三次违例不得分。成绩计算：跳

高达到 1.1米给 7分；跳高达不到 110cm不得分；跳高每超过

5cm加 1分；满分 10分，加至满分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