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农信（农信社、农商银行）2020 年度新员工招聘岗位表

三明地区农商银行岗位表

单位代码 501 单位名称
三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所属地区 三明 单位性质 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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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招考范围 三明市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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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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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生源包含三明全市，以户口薄中籍贯为准，包括户籍地、成长

地、婚嫁所在地。

联系方式 祖丽君 0598-8569209

单位代码 501 单位名称
三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所属地区 三明 单位性质 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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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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招考范围 三明市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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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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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三明全市，以户口薄中籍贯为准，包括户籍地、成长地、婚嫁所

在地。

联系方式 祖丽君 0598-8569209

单位代码 501 单位名称
三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所属地区 三明 单位性质 农商银行

岗位代码 10 岗位名称 计算机本科类（本地男）

考试科目 计算机本科类(C 卷) 招收人数 5

招考范围 三明市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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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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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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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三明全市，以户口薄中籍贯为准，包括户籍地、成长地、婚嫁所

在地。

联系方式 祖丽君 0598-8569209

单位代码 501 单位名称
三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所属地区 三明 单位性质 农商银行

岗位代码 54 岗位名称 免笔试类（综合类）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1

招考范围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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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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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制“双一流”高校本科或普通院校全日制研究生或海外排名前 200

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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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祖丽君 0598-8569209

单位代码 501 单位名称
三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所属地区 三明 单位性质 农商银行

岗位代码 58 岗位名称 免笔试类(金融财会经济类）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1

招考范围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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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金融、会计、统计类相关及相近的专业。

其他要求
全日制“双一流”高校本科或普通院校全日制研究生或海外排名前 200

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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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祖丽君 0598-8569209



单位代码 501 单位名称
三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所属地区 三明 单位性质 农商银行

岗位代码 62 岗位名称 免笔试类（法律类）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1

招考范围 三明市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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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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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类相关及相近的专业。

其他要求
全日制“双一流”高校本科或普通院校全日制研究生或海外排名前 200

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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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三明全市，以户口薄中籍贯为准，包括户籍地、成长地、婚嫁所

在地。

联系方式 祖丽君 0598-8569209

单位代码 501 单位名称
三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所属地区 三明 单位性质 农商银行

岗位代码 67 岗位名称 免笔试类（文秘类）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1

招考范围 三明市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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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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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专业管理类，中国语言文学类，哲学类，新闻传播学类相关及相近的专业。

其他要求
全日制“双一流”高校本科或普通院校全日制研究生或海外排名前 200

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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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三明全市，以户口薄中籍贯为准，包括户籍地、成长地、婚嫁所

在地。

联系方式 祖丽君 0598-8569209

单位代码 501 单位名称
三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所属地区 三明 单位性质 农商银行

岗位代码 73 岗位名称 免笔试类（计算机类）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1

招考范围 三明市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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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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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制“双一流”高校本科或普通院校全日制研究生或海外排名前 200

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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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三明全市，以户口薄中籍贯为准，包括户籍地、成长地、婚嫁所

在地。

联系方式 祖丽君 0598-8569209

单位代码 508 单位名称
福建沙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所属地区 三明 单位性质 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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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招考范围 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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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范围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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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限沙县本地。本地生源确认主要以户口簿中的籍贯为准，包括考生

户籍地、成长地、婚嫁所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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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本行社服务的外地生源劳派人员，可按本地生源确认，如考试录

用后，须承诺继续在本行社工作不少于 5 年。

联系方式 张丽琴 0598-5697616

单位代码 508 单位名称
福建沙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所属地区 三明 单位性质 农商银行

岗位代码 08 岗位名称 本科综合类（本地）

考试科目 本科综合类(B 卷) 招收人数 2

招考范围 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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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范围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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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生源仅限沙县本地。本地生源确认主要以户口簿中的籍贯为

准，包括考生户籍地、成长地、婚嫁所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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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本行社服务的外地生源劳派人员，可按本

地生源确认，如考试录用后，须承诺继续在本行社工作不少于 5 年。

联系方式 张丽琴 0598-5697616

单位代码 508 单位名称
福建沙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所属地区 三明 单位性质 农商银行

岗位代码 10 岗位名称 计算机本科类（本地男）

考试科目 计算机本科类(C 卷) 招收人数 2

招考范围 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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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类等相关相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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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生源仅限沙县本地。本地生源确认主要以户口簿中的籍贯为

准，包括考生户籍地、成长地、婚嫁所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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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本行社服务的外地生源劳派人员，可按本地生源

确认，如考试录用后，须承诺继续在本行社工作不少于 5 年。

联系方式 张丽琴 0598-5697616

单位代码 508 单位名称
福建沙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所属地区 三明 单位性质 农商银行

岗位代码 14 岗位名称 计算机本科类（本地）

考试科目 计算机本科类(C 卷) 招收人数 2

招考范围 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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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类等相关相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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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限沙县本地。本地生源确认主要以户口簿中的籍贯为准，包括考生

户籍地、成长地、婚嫁所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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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本行社服务的外地生源劳派人员，可按本地生源确认，如考试录

用后，须承诺继续在本行社工作不少于 5 年。

联系方式 张丽琴 0598-5697616

单位代码 508 单位名称
福建沙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所属地区 三明 单位性质 农商银行

岗位代码 57 岗位名称
免笔试类（本地男金融财会经

济）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2

招考范围 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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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制“双一流”高校本科或普通院校全日制研究生或海外排名前 200

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金融财会经济类等相关及相近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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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限沙县本地。本地生源确认主要以户口簿中的籍贯为准，包括考生

户籍地、成长地、婚嫁所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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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本行社服务的外地生源劳派人员，可按本地生源确认，如考试录

用后，须承诺继续在本行社工作不少于 5 年。

联系方式 张丽琴 0598-5697616

单位代码 508 单位名称
福建沙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所属地区 三明 单位性质 农商银行

岗位代码 60 岗位名称
免笔试类（本地金融财会经济

类）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2

招考范围 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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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制“双一流”高校本科或普通院校全日制研究生或海外排名前 200

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经济、金融、会计等相关及相近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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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限沙县本地。本地生源确认主要以户口簿中的籍贯为准，包括考生

户籍地、成长地、婚嫁所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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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本行社服务的外地生源劳派人员，可按本地生源确认，如考试录

用后，须承诺继续在本行社工作不少于 5 年。

联系方式 张丽琴 0598-5697616

单位代码 508 单位名称
福建沙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所属地区 三明 单位性质 农商银行

岗位代码 67 岗位名称 免笔试类（本地男文秘）

考试科目 免笔试 招收人数 1

招考范围 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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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制“双一流”高校本科或普通院校全日制研究生或海外排名前 200

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中国语言文学类，哲学类，新闻传播学类等相

关及相近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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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限沙县本地。本地生源确认主要以户口簿中的籍贯为准，包括考生

户籍地、成长地、婚嫁所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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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本行社服务的外地生源劳派人员，可按本地生源确认，如考试录

用后，须承诺继续在本行社工作不少于 5 年。

联系方式 张丽琴 0598-5697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