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获最佳报道奖
清食展圆满落幕

本报讯（记者 魏金玉） 5 月 18 日
18 时， 2014 中国（青海） 国际清真食
品及用品展览会总结交流大会在青海
宾馆举行， 大会表彰了获得“清食展”

最佳组织单位、 最佳展示奖、 最佳贸
易展示奖等获奖的九十个单位、 部门、
企业和个人。 其中， 青海日报社、 西
海都市报社获得最佳报道奖。

2014-05-19 星期一新闻眼·重点A02 责编:柴晓萍 主任:孙娟 责校:山卢 热线:

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开考

逾万人竞争千余岗位
●高学历考生人数创历史新高 ●216 名考生获得加分资格
●今年我省事业单位安排 6 个批次的招聘

本报讯（记者 陈俊）昨日，2014 年度
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分别在青海
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南、北校区以及青海
师大附中等 5 个考点进行。 记者从设在青
海大学的考试汇报会上了解到，此次省直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共提供了 1047 个岗
位，省内外共有 10200 名考生参加笔试。

纳入今年招聘计划的共有 36 个省直
主管部门所属的事业单位提供的 1047 个
岗位。 其中招聘条件限定在博士岗位 56
个、硕士岗位 225 个、本科岗位 455 个、大
专岗位 77 个、中专岗位 16 个、高中及以
下学历的岗位 218 个 （均为工勤技能岗
位，包括 214 个定向退役士兵招聘岗位）。
按招聘范围分：面向全国 528 个、面向全
省 519 个。

今年的报考人数达到 12569 人， 且硕
士及以上学历的高学历考生达到 1461
人，均创历史新高；具有本省户籍、本省院
校毕业生及本省生源等条件的考生达
96.2%（去年为 95%）；参加统一笔试的人
员规模较大。 参加全省统一笔试的考生达

10200 人（去年为 10830 人），统一笔试的
招聘岗位 669 个 （去年 910 个）， 其中男
性 38%，女性 62%。本科学历考生 8900 人，
占 87.25% 。 少数民族考生 3879 人，占
38%。 退役士兵 407 人，占 4%；今年还有报
考 378 个岗位的 2369 名考生按相关政策
不参加统一笔试，主要是博士、硕士学历
考生以及特殊岗位和紧缺专业的考生，他
们由用人单位通过业务测试等灵活方式
考核聘用。

据统计，今年报考人数最集中的岗位
是青海建筑职业学院教务干事岗位（专业
不限），1 个岗位报考 152 人，还有省编办
所属互助土族自治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局（专业不限）1 个岗位报考 141 人，省环
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专业不限）1 个岗
位报考 134 人。 同时，还有 65 个岗位因无
符合条件的考生报名成为空岗，主要是博
士硕士学历的岗位、 特殊岗位和紧缺专
业。 总体上今年由于普遍放宽了报名条
件，报名空缺岗位比往年明显减少。

为方便考生报名，今年我省继续采取

网上报名、网上审查、网上缴费、网上打印
准考证的组织方式。 对符合笔试加分条件
的考生逐一审核登记，最终确定 216 名考
生获得加分资格。

今日起， 笔试试卷在纪检部门监督
下， 将开始封闭式阅卷。 阅卷完毕后第
一时间在网上公布笔试成绩。 之后按 1
比 3 的比例对进入面试环节的考生逐一
进行现场资格审查。 除教师、 医护及部
分专业岗位由用人单位组织面试外， 其

他岗位面试均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统一组织。

据悉，今年我省事业单位共安排 6 个
批次的招聘，5 月 17 日进行了第 1 个批次
特岗教师招聘的笔试。 昨日进行的省直事
业单位招聘是第 2 个批次招聘，随后还将
有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全省县级公立医
院医务人员招聘、青南地区乡镇事业单位
定向退役士兵招聘和各市州事业单位招
聘等。

今年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继续规
范招聘条件，降低招聘门槛。 年龄条件统
一设置为 25 周岁、30 周岁、35 周岁、40 周
岁等几个年龄段，避免年龄条件有因人画
像的现象出现；除教育、卫生和科研机构
等岗位外，毕业院校一般设置为“国民教

育”，取消了大多数单位提出的“全日制
教育”的要求，同时还取消了“211 高校、
985 高校、师范类、医学类、财经类院校”
等限制性条件；取消各单位提出的工作年
限要求， 让今年的应届毕业生都可以报
考。 （本报记者 陈俊 ）

相关新闻

招聘门槛再降低

我省迎来重庆旅游专列
本报讯 （记者 王雅琳） 虽然传统

认知中， 青海的旅游旺季并未到来，
但省内旅游市场开始升温， 5 月 17 日，
我省迎来 350 人的重庆旅游专列， 这
是我省今年以来接待的最大的旅游专
列。

“我们专为青海春季而来。” 负责此
次团队的重庆新旅途国旅领队王丽华认
为， 青海的夏季是外省旅行商的黄金
线， 只要组团社打出青海夏季凉爽气
候、 宜人空气和醉人美景的宣传， 就不
愁客源， 但相比于旺季的一床难求， 一
票难求， 一导难求， 从 7 月提前到 5 月

进入青海旅游， 既避开了旅游旺季扎
推， 又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致。 现在， 重
庆已进入夏季， 日最高气温逼近 30 摄
氏度， 而青海高原还保存春的气息， 仅
这一点， 就让这次专列旅行团成员很兴
奋。

接待此次旅游团队的青海青海湖国
际旅行社相关负责人介绍， 专列行程一
出， 就引发了重庆市民报名的热潮。 西
宁凉爽的气候及清新的空气， 让他们一
下火车就连连叫好。 据悉， 此次重庆游
客将游览省内王牌景区(点)塔尔寺及青
海湖等地。随意变通分级诊疗制度将通报批评

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2014 年第 3 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蔡雅雯） 5 月 15
日， 我省召开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领导小组 2014 年第 3 次会议， 听取关
于分级诊疗制度实施、县级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医改信息化项目建设、大病保
险年度考核、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药品
招采配送等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一
步工作。

会议明确提出，各地区、各级医疗
机构要严格执行省政府制定的关于分
级诊疗的两个政策文件， 规范转诊程
序，严禁随意变通、失之于宽，确保政策
落实到位，对不严格执行政策的要严肃
通报批评。

在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方面， 提出取
消“以药补医”是关键，人事分配制度改
革是基础，经费补偿到位是支撑。 同时，
还将进一步规范收费行为， 加快推进西
宁市、 海东市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的医疗联合体组建工作。 加快医改信息
化项目进度，确保按计划建成运行。

在医改信息化建设中，要加快医改
信息化项目进度， 确保按计划建成运
行，要抓紧推进“一卡通”建设工作，要

抓紧推进医改信息化省级综合平台建
设。 5 月底前完成青海省药品网上“阳
光电子”交易平台建设前期工作，尽快
启动实施。

在大病医疗保险方面，保持现行大
病保险人均 50 元的筹资标准不变。 由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青海分公司和中国
人寿保险青海分公司负责，加快推进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信息系统建设。

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方面，严格执
行 125 种大病单病种限额付费标准，并
要求三级医疗机构严格控制人均住院
费用和医疗总费用。

在统一城乡居民诊疗目录和用药
目录方面，力争年底前出台全省统一城
乡居民诊疗目录和用药目录方案，2015
年起实施。

在门诊统筹工作中，由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负责，年底前研究出台城乡
居民门诊统筹方案，2015 年选择 1 到 2
个县开展试点。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商业保险机构
经办医保服务试点工作和药品采购配
送等工作。

5月 18 日是第 38 个国际博物馆日，省文化新闻出版厅（省文物管理局）组织西
宁地区 9 家国有及民办博物馆，在省城新宁广场举办免费文物鉴定、文物知识咨询
等主场宣传活动。 来自齐齐哈尔的丛磊达夫妇，被青海深厚的文化所吸引驻足拍照。

本报记者 姚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