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农信（农信社、农商银行）2020 年度新员工招聘岗位表

泉州地区农村信用社岗位表

单位代码 305 单位名称 惠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05 岗位名称 本科综合类

考试科目 本科综合类(B 卷) 招收人数 3

招考范围 泉州市全市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男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或自学考

试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专业原则上不限

其他要求

备注

1.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年龄在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 2.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 3.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

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 4.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年的在职正式员工，年龄可按其全日制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周岁，如：本科学历可放宽至 32 周岁、硕士研究生放宽至 36 周岁。

5.本地生源指惠安县、泉州台商投资区；本外不限限定为泉州市辖

内县（市）。

联系方式 王先生 0595-87385232

单位代码 305 单位名称 惠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06 岗位名称 本科综合类

考试科目 本科综合类(B 卷) 招收人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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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范围 惠安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女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或自学考试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专业原则上不限

其他要求

备注

1.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年龄在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

后出生）。 2.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 3.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 4.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年的在职正式

员工，年龄可按其全日制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周岁，如：本科

学历可放宽至 32 周岁、硕士研究生放宽至 36 周岁。 5.本地生源指惠

安县、泉州台商投资区；本外不限限定为泉州市辖内县（市）。

联系方式 王先生 0595-87385232

单位代码 305 单位名称 惠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51 岗位名称 免笔试类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3

招考范围 惠安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男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免笔试类“综合类”的专业要求专指经济、金融、会计、统计类，法学

类，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农学类，哲学类，计算机类，管

理类等相关及相近的专业。



其他要求

免笔试类学历要求（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双一流”建设高等院

校（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95 所）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学士及以

上学位； B.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16

家 A 类行社及泉州农商行，须具有学术型硕士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其它

行社可接受“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学历”报名）； C.排名全球 200 名以

内的海外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海外院校硕士研究生要求本科

为国内全日制本科学历或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外大学本科学历。排

名全球前 200 名以内的海外院校以 2020TIMES 或 2020QS 世界大学排名

TOP200 为准。归国留学生应取得国家教育部相关部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

证。

备注

1.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年龄在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

后出生）。 2.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 3.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 4.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年的在职正式

员工，年龄可按其全日制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周岁，如：本科

学历可放宽至 32 周岁、硕士研究生放宽至 36 周岁。 5.本地生源指惠

安县、泉州台商投资区；本外不限限定须为泉州市辖内县（市）。

联系方式 王先生 0595-87385232

单位代码 305 单位名称 惠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73 岗位名称 免笔试类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2

招考范围 惠安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男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计算机类相关及相近的专业

其他要求

免笔试类学历要求（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双一流”建设高等院

校（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95 所）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学士及以

上学位； B.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16

家 A 类行社及泉州农商行，须具有学术型硕士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其它

行社可接受“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学历”报名）； C.排名全球 200 名以

内的海外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海外院校硕士研究生要求本科

为国内全日制本科学历或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外大学本科学历。排

名全球前 200 名以内的海外院校以 2020TIMES 或 2020QS 世界大学排名

TOP200 为准。归国留学生应取得国家教育部相关部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

证。

备注

1.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年龄在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

后出生）。 2.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 3.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 4.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年的在职正式

员工，年龄可按其全日制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周岁，如：本科

学历可放宽至 32 周岁、硕士研究生放宽至 36 周岁。 5.本地生源指惠

安县、泉州台商投资区；本外不限限定须为泉州市辖内县（市）。

联系方式 王先生 0595-87385232

单位代码 306 单位名称 安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04 岗位名称 本科综合类（综合卷）

考试科目 本科综合类(B 卷) 招收人数 5

招考范围 安溪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男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或自学考试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不限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不限

其他要求

备注

本科学历人员年龄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

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

生）；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

以后出生）；现在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 年的在职正式员工，

年龄可根据其取得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 周岁。

联系方式 林莲花 0595-68798702

单位代码 306 单位名称 安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06 岗位名称 本科综合类（综合卷）

考试科目 本科综合类(B 卷) 招收人数 5

招考范围 安溪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女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或自学考试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不限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不限

其他要求

备注

本科学历人员年龄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

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

生）；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

以后出生）；现在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 年的在职正式员工，

年龄可根据其取得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 周岁。

联系方式 林莲花 0595-68798702



单位代码 306 单位名称 安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21 岗位名称
特定招聘岗（大堂经理或市场

营销专员岗）

考试科目 特定招聘岗类(D 卷) 招收人数 5

招考范围 安溪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男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或自学考试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不限

其他要求

（1）体型匀称（净身高、体重要求）。男性 170cm-188cm；体重一般

不超过标准体重的 20%，不低于标准体重的 15%，标准体重=(身高

-110)kg。（2）五官端正，面部无明显特征和缺陷（如胎记、疤痕、纹

身、对眼、斜眼、唇裂、牙齿暴凸等），身体无明显特征和缺陷（如驼

背、斜肩、严重静脉曲张、无明显内外八字步、重度平足、无久治不愈

的皮肤病等），无各种残疾。（3）形象气质佳，口齿伶俐，善于人际

沟通，有较强的亲和力。

备注

本科学历在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硕

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

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

生）。现在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 年的在职正式员工，年龄可

根据其取得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 周岁。

联系方式 林莲花 0595-68798702

单位代码 306 单位名称 安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23 岗位名称
特定招聘岗（大堂经理或市场

营销专员岗）



考试科目 特定招聘岗类(D 卷) 招收人数 5

招考范围 安溪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女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或自学考试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不限

其他要求

（1）体型匀称（净身高、体重要求）。女性 162cm-175cm，体重一般

不超过标准体重的 20%，不低于标准体重的 15%，标准体重=(身高

-110)kg。（2）五官端正，面部无明显特征和缺陷（如胎记、疤痕、纹

身、对眼、斜眼、唇裂、牙齿暴凸等），身体无明显特征和缺陷（如驼

背、斜肩、严重静脉曲张、无明显内外八字步、重度平足、无久治不愈

的皮肤病等），无各种残疾。（3）形象气质佳，口齿伶俐，善于人际

沟通，有较强的亲和力。

备注

本科学历在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硕

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

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

生）。现在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 年的在职正式员工，年龄可

根据其取得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 周岁。

联系方式 林莲花 0595-68798702

单位代码 306 单位名称 安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62 岗位名称 法律类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2

招考范围 安溪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男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法学类

其他要求

学历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双一流”建设高等院校（教育部、财

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 95 所）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 B.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C.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外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海外院校硕士研究生

须要求其本科为国内全日制本科学历或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外大

学本科学历。归国留学生应取得国家教育部相关部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

证。

备注

本科学历人员年龄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

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

生）；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

以后出生）；现在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 年的在职正式员工，

年龄可根据其取得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 周岁。

联系方式 林莲花 0595-68798702

单位代码 306 单位名称 安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65 岗位名称 法律类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2

招考范围 安溪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不限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法学类



其他要求

学历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双一流”建设高等院校（教育部、财

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 95 所）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 B.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C.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外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海外院校硕士研究生

须要求其本科为国内全日制本科学历或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外大

学本科学历。归国留学生应取得国家教育部相关部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

证。

备注

本科学历人员年龄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

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

生）；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

以后出生）；现在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 年的在职正式员工，

年龄可根据其取得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 周岁。

联系方式 林莲花 0595-68798702

单位代码 306 单位名称 安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71 岗位名称 文秘类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2

招考范围 安溪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不限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文秘及相近专业



其他要求

学历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双一流”建设高等院校（教育部、财

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 95 所）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B.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C.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外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海外院校硕士研究

生须要求其本科为国内全日制本科学历或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

外大学本科学历。归国留学生应取得国家教育部相关部门出具的学历

学位认证。

备注

本科学历人员年龄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

生）；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

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现在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 年的在职正式员

工，年龄可根据其取得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 周岁。

联系方式 林莲花 0595-68798702

单位代码 306 单位名称 安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73 岗位名称 计算机类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2

招考范围 安溪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男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计算机及相近专业



其他要求

学历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双一流”建设高等院校（教育部、财

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 95 所）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B.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C.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外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海外院校硕士研究

生须要求其本科为国内全日制本科学历或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

外大学本科学历。归国留学生应取得国家教育部相关部门出具的学历

学位认证。

备注

本科学历人员年龄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

生）；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

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现在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 年的在职正式员

工，年龄可根据其取得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 周岁。

联系方式 林莲花 0595-68798702

单位代码 306 单位名称 安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76 岗位名称 计算机类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2

招考范围 安溪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不限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计算机及相近专业



其他要求

学历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双一流”建设高等院校（教育部、财

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 95 所）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 B.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C.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外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海外院校硕士研究生

须要求其本科为国内全日制本科学历或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外大

学本科学历。归国留学生应取得国家教育部相关部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

证。

备注

本科学历人员年龄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

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

生）；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

以后出生）；现在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 年的在职正式员工，

年龄可根据其取得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 周岁。

联系方式 林莲花 0595-68798702

单位代码 307 单位名称 永春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04 岗位名称 本科综合类（本地男）

考试科目 本科综合类(B 卷) 招收人数 6

招考范围 永春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男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或自学考试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不限

其他要求



备注

1.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年龄在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

后出生）。2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3.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4.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年的在职正式员工，

年龄可按其全日制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周岁，如：本科学历可

放宽至 32 周岁、硕士研究生放宽至 36 周岁。5.本地生源仅限永春县本

地，本地生源地确认主要以户口簿中的籍贯为准，包括考生户籍地、成

长地、婚假所在地，如：以在本地参加高考为依据（以考生学籍档案记

载为准）或以考生结婚证为依据，即视为“本地考生”。

联系方式 陈晓燕 0595-23861028

单位代码 307 单位名称 永春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06 岗位名称 本科综合类（本地女）

考试科目 本科综合类(B 卷) 招收人数 4

招考范围 永春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女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或自学考试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不限

其他要求



备注

1.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年龄在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

后出生）。2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3.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4.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年的在职正式员工，

年龄可按其全日制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周岁，如：本科学历可

放宽至 32 周岁、硕士研究生放宽至 36 周岁。5.本地生源仅限永春县本

地，本地生源地确认主要以户口簿中的籍贯为准，包括考生户籍地、成

长地、婚假所在地，如：以在本地参加高考为依据（以考生学籍档案记

载为准）或以考生结婚证为依据，即视为“本地考生”。

联系方式 陈晓燕 0595-23861028

单位代码 307 单位名称 永春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56 岗位名称 免笔试类（综合类）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2

招考范围 泉州市全市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不限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经济、金融、会计、统计类，法学类，管理类，中国语言文学类，哲学

类，新闻传播学类，农（林、牧、渔）学类，计算机类等相关及相近的

专业



其他要求

学历（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A.“双一流”建设高等院校（教育部、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 95 所）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B.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学术型硕士及以上研究生学历；C.排名全球 200 名

以内的海外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海外院校硕士研究生要求本

科为国内全日制本科学历或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外大学本科学历。

排名全球前 200 名以内的海外院校以 2020TIMES 或 2020QS 世界大学排

名 TOP200 为准。归国留学生应取得国家教育部相关部门出具的学历学

位认证。

备注

1.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年龄在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

后出生）。2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3．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4.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年的在职正式员

工，年龄可按其全日制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周岁，如：本科学

历可放宽至 32 周岁、硕士研究生放宽至 36 周岁。5.本地生源仅限泉州

地区辖内县（市）。

联系方式 陈晓燕 0595-23861028

单位代码 308 单位名称 德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04 岗位名称 本科综合类（本地男）

考试科目 本科综合类(B 卷) 招收人数 6

招考范围 德化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男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或自学考试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不限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不限

其他要求



备注

1.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年龄在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

后出生）。2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3.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4.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年的在职正式员工，

年龄可按其全日制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周岁，如：本科学历可

放宽至 32 周岁、硕士研究生放宽至 36 周岁。5.本地生源仅限德化县本

地，具体以户口簿中的籍贯为准，包括考生户籍地、成长地、婚嫁所在

地。

联系方式 杨舒萍 0595-23566997

单位代码 308 单位名称 德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08 岗位名称 本科综合类（本地男女不限）

考试科目 本科综合类(B 卷) 招收人数 3

招考范围 德化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不限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或自学考试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不限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不限

其他要求

备注

1.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年龄在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

后出生）。2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3.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4.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年的在职正式员工，

年龄可按其全日制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周岁，如：本科学历可

放宽至 32 周岁、硕士研究生放宽至 36 周岁。5.本地生源仅限德化县本

地，具体以户口簿中的籍贯为准，包括考生户籍地、成长地、婚嫁所在

地。



联系方式 杨舒萍 0595-23566997

单位代码 308 单位名称 德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55 岗位名称 免笔试类（综合类）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2

招考范围 德化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不限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经济、金融、会计、统计类，法学类，管理类，中国语言文学类，哲学

类，新闻传播学类，农（林、牧、渔）学类，计算机类等相关及相近的

专业

其他要求

免笔试类学历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双一流”建设高等院校（教

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95 所）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学士及以上学

位；2、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3、排

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外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海外院校硕士

研究生其本科须为国内全日制本科学历或排名全球200名以内的海外大

学本科学历。归国留学生应取得国家教育部相关部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

证。



备注

1.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年龄在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

后出生）。2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3．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4.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年的在职正式员

工，年龄可按其全日制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周岁，如：本科学

历可放宽至 32 周岁、硕士研究生放宽至 36 周岁。5.本地生源仅限德化

县本地，具体以户口簿中的籍贯为准，包括考生户籍地、成长地、婚嫁

所在地。

联系方式 杨舒萍 0595-23566997

单位代码 308 单位名称 德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60 岗位名称 免笔试类（金融财会经济专业）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2

招考范围 德化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不限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金融财会经济专业

其他要求

免笔试类学历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双一流”建设高等院校（教

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95 所）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学士及以上学

位；2、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3、排

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外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海外院校硕士

研究生其本科须为国内全日制本科学历或排名全球200名以内的海外大

学本科学历。归国留学生应取得国家教育部相关部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

证。



备注

1.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年龄在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以

后出生）。2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3．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4.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年的在职正式员

工，年龄可按其全日制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周岁，如：本科学

历可放宽至 32 周岁、硕士研究生放宽至 36 周岁。5.本地生源仅限德化

县本地，具体以户口簿中的籍贯为准，包括考生户籍地、成长地、婚嫁

所在地。

联系方式 杨舒萍 0595-23566997

单位代码 308 单位名称 德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71 岗位名称 免笔试类（文秘专业）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1

招考范围 德化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不限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文秘专业

其他要求

免笔试类学历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双一流”建设高等院校（教

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95 所）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学士及以上学

位；2、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3、

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外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海外院校

硕士研究生其本科须为国内全日制本科学历或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

海外大学本科学历。归国留学生应取得国家教育部相关部门出具的学

历学位认证。



备注

1.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年龄在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

以后出生）。2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3．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4.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年的在职正

式员工，年龄可按其全日制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周岁，如：

本科学历可放宽至 32 周岁、硕士研究生放宽至 36 周岁。5.本地生源

仅限德化县本地，具体以户口簿中的籍贯为准，包括考生户籍地、成

长地、婚嫁所在地。

联系方式 杨舒萍 0595-23566997

单位代码 308 单位名称 德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所属地区 泉州 单位性质 农村信用社

岗位代码 73 岗位名称 免笔试类（计算机专业）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1

招考范围 德化县 年龄要求 35 周岁以下

性别要求 男 民族要求 不限

学历类别 全日制普通院校 政治面貌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 学位要求 学士学位及以上

应届要求 不限 专门岗位 非专门岗位

所需专业 仅限于计算机软件类专业

其他要求

免笔试类学历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双一流”建设高等院校（教

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95 所）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学士及以上学

位；2、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3、

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海外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海外院校

硕士研究生其本科须为国内全日制本科学历或排名全球 200 名以内的

海外大学本科学历。归国留学生应取得国家教育部相关部门出具的学

历学位认证。



备注

1.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年龄在 28 周岁（含）以内（1991 年 10 月 1 日

以后出生）。2硕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周岁（含）以内（1987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3．博士研究生可放宽至 35 周岁（含）以内（1984

年 10 月 1 日以后出生）。4.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满 2年的在职正

式员工，年龄可按其全日制普通高校第一学历相应放宽 4周岁，如：

本科学历可放宽至 32 周岁、硕士研究生放宽至 36 周岁。5.本地生源

仅限德化县本地，具体以户口簿中的籍贯为准，包括考生户籍地、成

长地、婚嫁所在地。

联系方式 杨舒萍 0595-23566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