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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安徽省公务员考试公告及各地市职位表
已发布，今年安徽省公务员总计招录人数为7218
人。昨日，相关机构发布职位解读，帮助广大考生更
好地了解今年的职位的总体趋势，据此更好地进行
职位报考。 ▋巩嗣清 记者 祝亮

合肥等6个市大幅扩招
2017 年招考量大于 2016 年的有省直岗以及 6

个地级市合肥市、宿州市、滁州市、芜湖市、宣城
市、池州市和 1 个省直管县广德县。其中招录人
数增幅在 50 人以上的有合肥市、宿州市、滁州市、
宣城市，尤其是合肥市和滁州市增幅较大，均在
100 人以上。

2017 年招考量小于 2016 年且减幅在 100 人以
上的有蚌埠市、淮南市、六安市、安庆市、宿松县。

学历要求依旧集中在本科层次
2017年安徽省公务员考试对于学历的要求依旧

集中在本科层次，要求学历为本科的招录总人数为
4828 人，占招录总人数的 66.89%；专科招录总人数
1921 人，占总人数的 26.61%，其中宣城专科学历的
招录比高达46%；研究生招录总人数92人，占总人数
的1.27%；高中招录人数77人，占总人数的1.07%；涉
密岗位的招录人数300人，占总人数的4.16%。

80%岗位对性别无要求
招录条件从性别要求上有 762 人要求必须为男

性，占招考总人数比例 10.56%。从性别要求上有 56
人要求必须为女性，占招考总人数比例0.78%。不限
性别要求的人数总计 6100 人，占招考总人数比例
84.51%。

对于年龄要求为 35 周岁以下总计招考人数
5918 人，占招考总人数比例 81.99%；30 周岁以下总
计招考人数861人，占招考总人数比例11.93%。

学历、专业等报考“门槛”均有所降低
相关人士表示，2017 年安徽省考的总体招考量

虽然较 2016 年的招考量有所下降，但是，从学历、专

业等报考要求来说均有所降低，这对于很多考生来

说是利好消息。

在众多职位中，自己能报考的岗位也只有一个，

望大家认真分析职位表，找到最适合自己条件的，

自己也愿意投身工作岗位的职位，建议大家可以选

择 2～3 个备选职位，在报考期间根据报名情况适时

调整。

在 选 定 职 位 后 ，留 给 大 家 复 习 的 时 间 不 多

了，选的职位再好也还是要用分数来决定是否能

入 围 面 试 ，狭 路 相 逢 勇 者 胜 ，勤 奋 学 习 ，认 真 备

考是王道。

2017安徽省公务员考试职位解读出炉

学历、专业等报考“门槛”均有所降低

昨日，合肥市蜀山区杏林社区举行“弘扬国粹，服务
居民”大型义诊活动。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的外国留学
生志愿者在社区医生的指导下，体验了针灸、拔火罐、中
医推拿等。 ▋顾翔 宋梅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总有人爆红，为什么不能是你？”3 月 18 日，爱上红
人·安徽首届网红主播大赛暨 live 直播/花椒直播安徽城
市频道新闻发布会，在天珑广场售楼处圆满举行，一场席
卷安徽的网络主播大赛即将盛大启幕！

下午三点，合肥二十余家主流媒体及嘉宾纷纷到场入
座，发布会正式开始。腾讯安徽副总裁潘宜彬，天珑广场
负责人、民生银行营销总监汪沛妤，881 私家车总经理彭
莉，摩拜单车市场负责人尚静云等领导嘉宾共同启动本届
大赛，并就网红大赛等相关事宜，现场接受主持人采访。

据了解，本届网红主播大赛由live直播、花椒直播、瀚
洋娱乐主办，天珑广场全程赞助，中国民生银行、摩拜单
车、露香·田涧头原生态农产品私人定制品牌等共同协办。

此次活动，主办方力邀 5 位当红主播到场，与观众来
一次零距离面对面的互动。据悉，参与网红评选，可赢取
百万基金——成功为网红主播投票，即可获取百万基金
抽奖机会，并到天珑广场领取精美礼品。

最近一两年是网红的集中爆发期，网络给了大批平
凡的人一次出名的机会，我们见证了一批又一批红人的
崛起。爱上红人·安徽首届网红主播大赛为心怀梦想的
普通人提供一个放飞梦想的舞台，互联网时代的红人，会
是你吗？

“爱上红人”安徽首届网红主播大赛
新闻发布会3月18日圆满完成

星报讯（佘光冰 王响宁 记者 曹开发） 在证
据面前，近日，犯罪嫌疑人马某峰（男，20 岁，泾县

云岭人）不得不承认，2016 年其在浙江嘉兴、海宁
等地盗窃财物11起的犯罪事实。

3月11日6时许，泾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泾川中
队接到一网吧工作人员刘某报警：有人将网吧两千
元现金盗走。经侦查，侦查员锁定马某峰有重大作
案嫌疑，并于当日 22 时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马某峰
抓获。马某峰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当晚，犯罪嫌
疑人马某峰被刑事拘留，并送看守所羁押。

在进一步工作时，侦查员发现，该网吧被盗案发
生前，犯罪嫌疑人已在该网吧徘徊多时，并多次在数
个上网人员附近滞留，形迹极为可疑。侦查员遂进
行深度调查，发现2016年马某峰长期在浙江嘉兴、
海宁等地活动。经与浙江警方联系，发现浙江嘉兴、
海宁多起盗窃网吧上网人员财物的作案手法与马某
峰的作案手段高度吻合，极有可能系马某峰作案。
侦查员遂加大审讯力度，马某峰交待，在凌晨时间
段，其乘上网人员熟睡之际盗窃他人财物，累计作案
11起，初步认定涉案价值2万余元。

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12起跨省系列盗窃案
在我省泾县告破

懒儿子与父起冲突
便将钉耙挥向老父

星报讯（束亚林 方跃 记者 赵汗青） 今
年34岁的王某虽说过了而立之年，可是他好吃
懒做、“懒癌”缠身，因为被父亲责备几句，一怒
之下抄起钉耙将父亲身体多处打伤，老父一怒
之下报警，庐江县公安局郭河派出所民警迅速
到达现场并处置，依法将王某拘留。

3月19日14时许，110指令称：庐江县郭河
镇福元社区某村民组有人打架。民警迅速赶到
现场，经了解，该村民组 34 岁的村民王某因平
时好吃懒做，生活一直靠六十多岁的父母来接
济。当日，王某因被父亲责怪其懒惰不干活，便
抄起钉耙将父亲打伤，此行为引起左邻右舍的
不满，纷纷要求民警一定要将其“从严治罪”给
予教训。

因为此案涉及家庭纠纷，民警首先征求被
侵害人王某父亲的意见。提起这个儿子，老父
更是义愤填膺，要求民警一定要好好收拾这个
大逆不道的“逆子”。

民警随后将王某口头传唤至派出所，开展
调查取证工作。经庐江县公安局决定，对王某
处以行政拘留十三日并处罚款伍佰元。

星报讯（实习生 范梦琪 记者 董艳
芬） 预热已久的“古装小主播，海洋主持
秀”活动将在本周日（3 月 26 日）就要和大家
见面，经过遴选，唐梓航、陶文轩、刘珺亦、贾
可馨、杨洛书、俞璐姚、查显宁、杨宗哲八位可
爱的小主播将身着古装闪亮登场。活动当
天，还将推出“跟着星报小主播，畅游海洋馆”
活动，一大一小亲子游报价仅需 148 元/组
（备注：合肥海洋馆成人门票 160 元/人，1.2～

1.5米儿童 120元/人）。
据了解，合肥海洋世界海底“十里桃

林”已于 3 月 18 日正式上线，龙宫里也来了
不少新成员——“三虾三蟹”粉墨登场，是

不是很期待呢？还有特别可爱的自拍区，
凤九、折颜、白浅、夜华……所有剧中角色
任你 COS 哦！而为了给广大市民朋友带来
一场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海洋馆特开了
精彩浪漫美人鱼《三生三世》专场表演。加
入我们，除了优惠畅游，还可以和身着古装
的小主播们拍照合影，订制属于自己的时
光书，近距离投喂食海豹，零距离与海狮做
游戏，观看精彩的海豚表演，与海豚宝贝亲
密接触……

有没有心动呢？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拨打
报名热线 0551—62620110 或 18205572603。
周日，我们在合肥海洋世界等你哦！

“古装小主播，海洋主持秀”周日开拍

跟着“上神”畅游海底十里桃林，约吗？

安徽大力实施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审计

笔者从安徽省节能减排监测信息中心
获悉，自“十二五”以来，安徽大力推进重点
用能单位实施能源审计，能源审计已成为
安徽全社会节能工作中促进节能减碳的重
要抓手，有力地推动了安徽“十二五”节能
目标的圆满完成，为安徽省通过国家考核，
成为全国 10 个超额完成等级的先进省份
之一作出了重要贡献。据悉，“十三五”期
间，省发改委部署组织了对我省397家重点
用能单位进行能源审计。2016 年度，省节
能减排监测信息中心受委托继续开展能源
审计复核和审查工作，共完成 114 家重点
用能单位能源审计报告的复核。

▋袁家春 胡孝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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