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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名市公务员考生入选体检名单 拟录用人员8月底前上网公示

三类职位一经录用须签5年协议

武汉晨报讯（记者章鸽 实习生黄晶
晶）10日， 记者从武汉人事考试院获悉，
历经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等层层竞
争后，有674名报考武汉市公务员的考生
最终入选体检名单。 2018年武汉市公务
员考录将于7月13日进入体检程序，并于
7月中旬到8月中旬进入考察阶段，8月底
前完成最终的录用审批工作。
根据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公务
员局联合发布的 《2018年度考试录用公
务员体检、考察、公示和录用审批工作公
告》， 此次入选体检对象将根据综合成绩
从高到低按照规定的比例确定。普通职位
等额确定体检对象，从村（社区）干部中定

向考录乡镇（街道）公务员职位，按职位计
划数1∶1.5的比例确定体检对象。 报考市
公安局人民警察职位的考生和市司法局
戒毒管理局人民警察职位的考生，须体能
测评合格后，方可进入体检。
体检时间集中在7月13日至15日三
天。
组织考察的时间定于7月下旬至8月
中旬，一般职位实行等额考察，从村（社
区）干部中定向考录乡镇（街道）公务员的
职位，实行差额考察，考察对象按照职位
计划1∶1.5的比例确定。
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将从体检和考察
均合格的人员中确定拟录用人员，拟录用

人员由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在武汉人事考
试网发布公示， 接受社会和考生监督，公
示时间为7天。 公示期满， 符合录用条件

报考以下三类职位，考生一经录用，须与招录机关签订最低服务五年（含试
用期）的协议：
01

02

乡镇（街道）
机关职位；

03

从服务期满并考 核 合格 的
“
四项目”人员及退役的大学
生士兵中定向招录的职位；

记者从武汉地铁集团获悉，武汉轨道交通
11号线东段一期工程， 已开始空载试运
行。
11号线东段一期是全国首条盾构下
穿时速300公里高铁的地铁，也是武汉首
条穿越高铁的地铁线路，主要穿行光谷腹
地。

11号线东段一期试运行期间， 全线
12列车将轮流上线，模拟正常运营时刻进
行空车试跑，完成系统稳定性、停车精度
等方面的检测与调试。
根据试运行初期情况显示，11号线东
段一期列车跑完单程约30分钟，最高时速
达95公里/小时。
该线路整体设计为云鹤黄色，线路全

长19.7公里，全线车站共13座，其中光谷
火车站、光谷五路站、未来三路站为换乘
站，可换乘2号线南延线及远期规划中的9
号线、19号线，光谷火车站、光谷五路站、
光谷七路站为该线特色站。
列车设计时速为100公里/小时，列车
车型及配置为A型车 （目前6号线采用的
车型）6节编组。

明起武汉3场大型招聘会等你来

300家企业携8000余岗来“抢人”。 本周招
聘会面向广大应届生、 往届生和社会人
才。 富士康此次更是专门面对大专生招
聘，成立大专菁干班，以填补武汉园区的
人才空缺。
据悉，7月13日华中人才—大型综合
人才招聘会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有
近100家大中型企业进场招聘，提供5800
多个岗位。 在所提供的岗位中，学历要求
在本科以上的占到20%， 大专以上的占
50%，中专及不限文化程度的占30%。 进
场招聘的公司有：中晟环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东之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恰味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链家宏业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等。 据了解，参会企业中管理岗位较
多，营销人才需求最大，其他需求较多的
有企划、管理、文秘、人事行政、财务等岗
位。
同一时间， 湖北省2018届离校未就
业毕业生暨社会人才“扬帆逐梦”综合类
招聘会将于丽江酒店举行，由湖北方阵人
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此次招聘会拟
定180家单位携2500个岗位进场， 包括
OPPO湖北、 湖北长江电气有限公司、湖
北省人才交通银行项目部、 远成集团、山
河集团等大型企业。综合类招聘会涉及行

业比较广，如计算机、人力资源、教育、化
工、建筑工程、机械机电、法律、财务、酒店
管理、艺术设计、医药等。
继两场大型综合招聘会后，14、15日
百强名企富士康将于纳杰人才市场面对
大专生设展招聘。 据了解，富士康计划将
深圳及郑州厂区部分iPhone手机相关生
产业务搬迁至武汉园区，此次招聘会主要
面对2015~2018届全日制三年制大专毕
业生， 招聘组成CAA- iPEBG大专菁干
班，招聘岗位包括CNC工程师、设备维护
工程师、自动化工程师、计算机运维工程
师，转正后综合收入可达7000元。

法桐倒下砸坏路边轿车找谁索赔
江汉区园林部门：所有行道树都上了保险
武汉晨报讯（记者陈奇雄）

7月10日，
汉口民意一路人行道上，一棵十几米高的
法国梧桐树突然“轰”的一声倒下，砸中停
在路边泊车位的一辆红色轿车，所幸没有
人员受伤害。 记者就此采访了园林、保险
部门，详细了解遭遇此类“无妄之灾”如何
索赔。
家住汉口的市民林女士介绍，当天中
午12时，她开车前往民意一路办事，将轿
车停在路边停车位。 下午1时20分许，她
突然接到停车位管理人员电话，说一棵大
树倒下砸中了她的车。
她连忙赶到现场察看，发现人行道上
一棵直径三四十厘米、高十几米的法国梧
桐树，已从根部折断。目击者说，大树倒下
时，先砸在她车子顶部，接着从车顶滚到
车尾部，最后才掉到马路上。
林女士说，自己车顶被砸变形、全景
天窗被砸报废，车尾部也多处受损。 事发
后，派出所民警、停车位工作人员、交警、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与园林部门工作人员，
先后找她了解情况。 最后，江汉区园林部
门工作人员告诉她，园林部门给所有行道
树上了保险，园林部门将通知保险公司来

给予她赔偿。
林女士称，幸运的是，大树倒下时，并
未造成人员伤亡。
7月11日，江汉区园林部门工作人员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查，倒下的法国
梧桐树，是一棵高龄老树，其根部里面树
干已腐烂。事发后，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将
该树锯成几截后运走，并对现场作了全面
清理。园林部门给辖区内的行道树购买了
公众责任险。因自然灾害或非人为因素导
致行道树倒伏、断枝，造成第三者人身伤
亡或财产损失的， 均由承保公司来赔付。
就如何赔偿一事，园林部门已与林女士达
成协议。
阳光保险公司一王姓工作人员指出，
大树倒下或掉下树枝砸伤车辆的事件，时
有发生。 车主在遇到类似事件时，一定要
保护好现场，并拍照留存证据，还应及时
收集树木管理者或所有人信息，以利于后
续索赔工作的开展。
车主可通过以下方法索赔： 如果给
车子购买了车损商业险，又怕麻烦的话，
车主可要求保险公司先行给予自己赔
付，同时，车主将向责任方追偿的权利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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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送来阵风雨水
今明两天气温小幅下滑

找工作的看过来！

武汉晨报讯（记者章鸽 实习生黄晶
晶）13日起武汉将有3场大型招聘会，近

从村（社区）干部中定
向考试录用乡镇 （街
道）公务员职位。

其他在职位公告中明确有最低服务期限的职位，考生一经
录用，须与招录机关签订相应最低服务期限的协议。

地铁11号线东段一期开始试运行

武汉晨报讯（记者张希祉）11日下午，

的，办理录用手续。 对公示反映有不符合
录用条件的问题并经调查属实的人员，不
予录用。

武汉晨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
员翟红楠 李梦蓉） 今年第8号台风

“玛莉亚”的中心已于7月11日9时10
分在福建省连江县黄岐半岛沿海登
陆， 受其影响， 预计11日夜间至12
日，我市将有4到5级大风，阵风6到7
级， 局地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注意防范。
11日白天，我市晴天到多云。 早
晨最低气温为26.9℃，午后最高气温
为36℃。
市气象台预计，12日受登陆 台
风“玛莉亚”的影响，我市云系增多，
风力增强， 并伴有降水， 最低气温
27℃，最高气温32℃；13日，我市多
云，风力持续较大，最低气温26℃，
最高气温34℃；14日，我市重回晴热
高温天气。
湖北省内，受台风影响，从11日
夜间起，鄂东南地区将率先由多云天
气转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
伴有雷电；其他地区以多云为主。 12
日，雨区向西扩大，届时我省西部一
带将从阵雨转为中到大雨， 局部暴
雨；鄂东北阴天有阵雨；其他地区阴
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省内部分
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
气。 13日，雨水范围缩减，除鄂西北
和鄂西南一带有雨水残留，其他地区
将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
专家提示，需注意防范局地强对
流天气灾害，尤其是局部强降水诱发
的山洪地质灾害等。 另外，12、13日
两天全省南风风力较强， 阵风可达
6-8级，在防雨的同时也要做好防风
措施。

武汉可直飞胡志明市了
27日起南航每天一班

武汉晨报讯（记者张全录 通讯
员陈瑶）越南胡志明市一直是武汉人

林女士车辆被砸

本人供图

让给保险公司， 由保险公司向责任方追
偿。 如果没给车子购买车损商业险，车主
就得自己去找树木管理者或所有人，并
向他们索赔。

钟爱的旅游目的地。 本月27日，南航
将在汉开通直飞胡志明市的航线，每
天一班，天天往返。
南航湖北分公司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以往因为没有直飞航班，武汉
人去胡志明市需在厦门或广州转机，
全程均不少于6个小时， 且费用大多
在1300元以上。 27日，南航开通武汉
直飞胡志明市的航班，全程只需4小
时5分。 暑假期间， 武汉往返胡志明
市 的 机 票 价 格 在 1810 元 起 （不 含
税）。 暑假后， 往返价格更是低至
1200元起（不含税）。
此外，2018年夏秋航季，南航已
新开伦敦、 普吉两条重要国际航线。
目前，南航在汉开辟的国际和地区航
线总数已达到15条， 国际领先优势
持续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