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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包头农商银行）作
为区域性地方商业银行，致力于创
新发展和服务升级。为满足我行公
司金融事业总部工作需要，现面向
社会及本行内部公开招聘（选拔）人
才。面向社会招聘人员限于国有五
大商业银行（特别优秀的、客户资源
丰富的，可适当扩大范围）。内部选
拔条件不低于本公告条件。

一、招聘岗位

（一）公司金融事业总部
1.公司业务部负责人5名。
2.产品中心主任1名。
3.管理中心主任1名。
4.产品经理3名。
5.综合管理员3名。
6.公司业务客户经理12名。
（二）各中心（直属）支行
公司客户经理14名。
二、应聘条件

1.公司业务部负责人
（1）38周岁以下，金融、经济、

法律等专业全日制本科（含）以上
学历；

（2）5年（含）以上银行工作经
验，3年以上公司金融从业经历。

2.产品中心主任
（1）38周岁以下，金融、经济、

法律等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
历；

（2）5年（含）以上银行工作经
验，3年以上公司金融业务管理经
历，银行公司业务部门主管以上任
职经历。

3.管理中心主任
（1）38周岁以下，金融、经济、

法律等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
历；

（2）5年（含）以上银行工作经
验，3年以上公司金融业务管理经
历，银行公司业务部门主管以上任
职经历。

4.产品经理
（1）35周岁以下，金融、经济、

法律等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
历；

（2）3年（含）以上银行工作经
验，其中2年以上公司金融产品开
发及从业经历。

5.综合管理员
（1）35周岁以下，金融、经济、法

律等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3年（含）以上银行工作经

验，1年以上公司金融业务从业经
历；

（3）熟悉计算机、各类办公软
件的操作。

6.客户经理（公司业务部及支
行）

（1）35周岁以下，金融、经济、
法律等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
历；

（2）3年（含）以上银行工作经
验，1年以上公司金融业务从业经
历，曾独立办理2个以上信贷项目。

以上应聘人员招聘年龄算至
2016年12月31日，除具备上述条件
外，还需熟悉银行各类公司金融产
品、业务操作流程以及相关业务政
策法规，应聘北京地区的，需熟悉
供应链金融有关业务。

具有较强的业务拓展能力、团
队领导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工作
业绩突出，具有一定社会关系和客
户资源。

具有较强的营销意识、风险意
识、自律意识，能承受较大的工作
压力。

三、用工方式

本次招聘用工方式为劳动合
同制，录用后与包头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试用期3个月。

四、薪酬及待遇

（一）公司业务部负责人：根据
业务发展情况待遇由总行总经理

助理级直至总行行长助理（根据业
绩实行差异化行政级别及薪酬职

级待遇），达到保底业绩标准，年薪
（含绩效）30万元以上，上不封顶。

（二）产品中心主任：根据工作
情况职级由总行总经理助理级直
至总经理级，年薪不低于25万元。

（三）管理中心主任：根据工作
情况职级由总行总经理助理级直
至总经理级，年薪不低于25万元。

（四）产品经理、综合管理员：
年薪不低于12万元。

（五）客户经理：根据业务管理
及业绩情况划定不同等级，年薪15
万起，上不封顶。

以上薪酬标准均为税后薪酬。
五、招聘程序

（一）报名
本次招聘采用网上报名方式：
报名时间：3月21日上午9：

00~4月25日下午18：00止。应聘者
登录包头农商银行官网（www.
baorcb.com）或内蒙古蒙源人力资
源 有 限 公 司 官 方 网 站（www.
mengyuanhr.com），点击浮动窗口
包头农商银行2017年公开招聘入
口，进入报名登记界面进行网上报
名登记，每位应聘者限报一个岗位
（工作地点为包头市之外的须报名

时备注），所有应聘者需关注包头农
商银行微信公众号（brcb-bank）或
蒙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
（mengyuanhr），后期相关通知将通
过公众号发布，不再另作通知。

（二）资格初审
我行根据招聘条件，对应聘者

应聘资料进行资格审核，符合条件
者，将通过微信公众号通知。

（三）面试
根据资格初审结果，确定面试

人员名单，面试前进行资格复审，
资格复审需准备下列材料：

1.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一份；
2.《包头农商银行应聘人员报

名登记表》一份（面试人员网上自
行打印）；

3.毕业证、学位证+复印件一
份；

4.近期生活照1张（6寸）；
5. 双学位面试人员需提供两

个学位的学位证+复印件；
6.履历证明（例如劳动合同或

单位人事证明等）。
具体资格复审和面试时间、地

点将 通 过 包 头 农 商 银 行 官 网
（www.baorcb.com）、蒙源人力资源
公司官网和蒙源人力微信公众号
另行通知。

（四）录用
按面试成绩从高到低顺序，确

定拟录用人员。经政审合格后，与
包头农商银行签订劳动合同，分配
到各岗位工作。

六、注意事项

1.工作地点：
（1）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工作地

点为包头市、呼和浩特市、鄂尔多
斯市、北京市；

（2）产品中心主任、管理中心
主任、产品经理、综合管理员、支行
客户经理工作地点为包头市；

（3）公司客户经理工作地点为
包头市、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
北京市。

2.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4月25
日

3.请确保通讯畅通。
4.本次招聘由包头农商银行、

蒙源人力资源统一组织实施，未委
托任何其他中介机构和个人参与。
招聘过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非经包
头农商银行招聘人员，我行不承担
法律责任。

5. 应聘报名信息和材料将代
为保密，恕不退还。

包头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0日

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招聘公司金融事业人才的公告

刘笑红在卧铺车厢缝补

一根大号的缝纫针、
几卷深色的加粗尼龙线、
一把小剪刀、一个笔记本
和一个打火机———这就是
刘笑红的小布包里最常带
的工具。日常工作中，刘笑
红要用这些工具完成列车
上诸多缝补工作。

28岁的刘笑红是包头
车辆段检修车间加修组唯
一的女职工，也是呼铁局
唯一一名“列车裁缝”，负
责全局1800余辆配属列车
的座椅、铺位和书报栏网
袋的缝补、编织工作。

4月14日早晨，在包头
车辆段检修车间，记者见
到了刘笑红。此时，她正在
一辆待修的车厢里工作
着。没有照明的车厢内，只
有刘笑红忙碌的身影。刘
笑红手里拿着头灯，用灯
光扫过上中下3个铺位。接
缝处的破损，有时是用肉
眼看不到的，需要用手摸，
她凭手感就能判断出哪里

需要缝补。铺位的破损比
较容易发现，除了经常磨
损的边角处，旅客用利器
划的一字型和十字形的口
子，也是常见的。

发现破损处后，她要
用针线进行缝补。不同形
状的破损要使用不同的缝
补方法，才能达到美观的
效果。工作之初，她对缝纫
没有任何经验，经过实际
工作的不断摸索，她的技
巧越来越娴熟。工作中，她
要不停地爬高钻低，完全
就是个女汉子。经过旅客
使用后的铺位、座椅经常
会出现破损，由于拆卸不
便，从破洞到几厘米长的
口子，她都要进行手工缝
补。“有的列车座椅是厚
皮革，带着顶针都穿不进
去，只能用锥子扎，常常
会把手扎出血。”刘笑红
告诉记者，为此，她的工
具包内还时常背着应急
所需的锥子和顶针。除了

缝补铺位和座椅厚皮革，
她还要对每节车厢内的书
报栏网袋进行编织，她的
编织方法是受到班组里爱
钓鱼的老师傅启发，自己
琢磨出来的。

每天上午，刘笑红平
均要检查缝补5节车厢。下
午，她则要在工作间里缝
制座位和床铺套。超过10
厘米的破损处就不宜缝补
了，为了美观需要重新做
外套。用缝纫机和裁剪的
手艺，也是她自己摸索的。

刘笑红所在的车间，
实在不适合一个女孩子工
作。夏天，闷热得像个蒸
笼。若是遇上调试暖气，更
是让人热得快要窒息；冬
天，在车间停放了一晚的
车厢又像冰窟一般寒冷，
工作一会儿手就会冻得没
有知觉了。一年四季，车间
里都弥漫着油漆的味道和
巨大的噪音。这些都丝毫
没有影响她对这份职业的
执着，熟练的手法、精巧的
针脚，她处理过的地方几
乎看不出痕迹。

2011年，从黑龙江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铁道交通
运营管理专业毕业的刘笑
红通过考试来到了呼铁局
包头车辆段。没想到分配
给她的工作，竟是在车间
里做“列车裁缝”。一个刚
刚大学毕业的女孩离开家
乡到一个陌生城市工作，
整日在车间里跟修理列车
的工人们一起工作，其间
的甘苦只有刘笑红自己知

道。但是，在这个岗位上，
她一干就是6年。

刘笑红说，工作时她

感到很快乐。因为，缝补就
像在给列车做“软包装”，
能让旅客享受到舒适的席

位，也是一份责任和喜悦。
只要岗位需要，她会一直
坚守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