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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户籍，“做四休二”， 战斗

员、执勤车驾驶员每年工资薪金约

13.4 万元……近日，上海市消防救

援总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600 名

政府专职消防员，其中战斗员岗位

430 名、 执勤车驾驶员岗位 160

名、战保车驾驶员岗位 5 名、汽修

员岗位 5名。

（一）招聘对象：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社

会人员，限男性。

（二）报考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

3、身心健康；

4、具有高中或同等及以上学历；

5、报考战斗员岗位的，年龄为

18周岁以上、26周岁以下（1994年

5月 1日至 2003年 4月 30日期间

出生），有部队及消防服役经历或大

学本科学历的可放宽至 30 周岁

（1990年 5月 1日以后出生）；

6、报考执勤车驾驶员、战保车

驾驶员岗位的，年龄 20 周岁以上、

38 周岁以下（1982 年 5 月 1 日至

2001 年 4 月 30 日期间出生），需

持有 A1、A2或 B2驾驶证；

7、报考汽修员岗位的，年龄为

18 周岁以上、40 周岁以下（1980

年 5 月 1 日至 2003 年 4 月 30 日

期间出生）， 应具备汽修员岗位所

需要的工作能力和技能水平，取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汽车

维修工中级（含）以上证书或有其

他与维修相关的如电焊、钳工、特种

驾驶等证书的优先；

8、本人没有违纪违法、被开除公

职或辞退等不良记录，本人征信报告

无不良记录，本人、家庭成员以及主

要社会关系中没有违法犯罪记录。

9、符合下列条件者优先：具有

本市常住户口的优秀青年、取得本

市居住证的优秀青年、中国共产党

党员、退役的优秀国家消防员。

（三）招聘岗位查询

本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600名

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具体岗位、人数、

资格条件等，详见《上海市消防救援

总队政府专职消防员招聘简章》。可

通过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网站

（http://xfjyzd.sh.gov.cn）查询。

（四）报名方式

本次报考一律采取网络报名的

方式进行。 报名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19 日 09:00 至 3 月 18 日 16:

00。 报名网站为上海市消防救援总

队网站，应聘人员需使用本人身份

证注册后报名。

（五）岗位性质

政府专职消防员实行劳动合同

用工制度，战斗员和执勤车驾驶员岗

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度。正式上岗前

需接受为期 6个月的岗前培训，培训

期内， 由培训单位统一安排集中休

假；完成培训任务并通过试用期考核

后，根据工作需要，分配至各支队下

属的消防救援站工作，实行工作 4天

休息 2天的工休制度（在本市无居

住条件的队员，经个人申请、单位同

意，可实行每季度 20天集中轮休制

度），工作时 24小时驻勤。

（六）工资薪金

试用期内，战斗员、执勤车驾

驶员每月固定工资约 6600 元，战

保车驾驶员每月固定工资约 6400

元， 汽修员每月固定工资约 6100

元，各岗位另享受每月绩效考核奖

金 500 元至 3000 元；转正后，战斗

员、执勤车驾驶员每年工资薪金约

13.4 万元，战保车驾驶员每年工资

薪金约 12.96 万元， 汽修员每年工

资薪金约 12.4 万元，以上“工资薪

金”都包含个人缴金部分。 工资薪

金将按增资计划递增，并根据队员

任职年限和技术等级逐步提升。

另外，总队为战斗员、执勤车驾驶

员岗位设置一线执勤奖（合同期

满奖），第一期、第二期劳动合同

期满后， 按照 6000 元 / 年的标准

予以奖励，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后，每年奖励 6000 元。

上海招聘 600名政府专职消防员
不限户籍，“做四休二”，战斗员年薪约 13.4万元

记者 倪 冬 实习生 沈晓倩

晨报讯 大型商业综合

体建筑体量大、 人员密集、电

气设备繁多， 一旦发生火灾，

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去年 12月至今，上海消防

在全市部署开展了大型商业

综合体暨轨道交通站点毗邻

建筑火灾防控专项行动。

为细化自查科目，黄浦区

消防救援支队制定了《大型商

业综合体火灾防控工作自查

报告》模板，编制了《黄浦区

商业经营场所员工消防安全

应知应会手册》，推动企业分

别对新入职员、 既有员工、重

点岗位员工开展培训，使其掌

握与岗位相适应的消防安全

常识和技能。

同时， 对大型商业综合

体消防水源、防烟排烟、自动

报警、 自动灭火等设施开展

联动测试， 并聘请消防、电

气、燃气等行业专家，参与执

法检查， 提高隐患发现率和

精准度。

徐汇区坚持区委区政府

牵头主抓、 行业部门齐抓共

管、属地街镇主导推进的“三

位一体”模式，组建由区消防

救援支队技术骨干及外聘电

气、 防火专家组成的工作专

班， 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开展

“体检式”排查。 针对发现的

火灾隐患，区安委组织应急、

商务、建管、公安、消防、市场

等部门， 联合约谈其法定代

表人，明确整改要求。

嘉定区将大型商业综合

体纳入区委区政府城市运行

安全督查重点事项， 制定了

《嘉定区大型商业综合体消

防安全管理办法》，对大型商

业综合体及内部商铺开展分

类管理、分级评估，并将检查

发现的隐患抄送给建管、商

务委等行业分管部门， 切实

提升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管

理水平。

上海消防聘专家为商业综合体“体检”

“虽然小区实行了封闭管理，但

我们都感觉与社区走得更近了，融

入度更高了！”赵先生和妻子翟女士

是一对小夫妇，“原本我们工作都挺

忙的，白天忙上班，晚上回家就休息

了， 对小区里的事了解得还真不

多。 ”小区实行封闭管理，赵先生和

翟女士双双都报名做了志愿者，“我

们也想为小区防疫工作出一份力”。

赵先生和翟女士的志愿者工作

是负责小区内的一个快递架， 把快

递员送来的快递放到架子上， 然后

发给前来拿快递的居民，“我们认

识了同样来做志愿者的邻居， 认识

了一些来拿快递的居民， 还有一些

热心的大爷大妈也都认识了……现

在感觉我们的小区更像是一个大家

庭，在疫情面前大家劲往一处使！ ”

小区解除封闭式管理后， 赵先

生和翟女士的生活也将恢复正常，

“我们打算利用双休日要好好地出

去大吃一顿，要吃火锅，特别有气氛

的堂吃那种！ 我们还打算看完整个

春节档的电影！ ”作为“原年人”，

赵先生和翟女士打算等到日后小长

假， 再把家人接到上海来一起补吃

一顿“团圆饭”。

“我想休整一两天，早点正常

上班！ 毕竟我的病人都在等着我

呢！ ”金春华是高东镇的一名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针灸科的医生，

由于所居住的新高苑一期小区实行

了封闭式管理， 她便成了小区临时

医疗点的医生，负责小区居民接诊、

配药等工作。 金春华说：“虽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病人大多是患有一

些慢性病， 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早点

回去上班，为病人诊疗。 ”

张家国既是杨园四居的书记，

也是新高苑一期小区的居民， 小区

实行封闭管理后， 张家国和他的儿

子一起在小区里做起了志愿者工

作， 可他对自己的同事仍有一分歉

意，“这几天我不在工作岗位上，同

事为我分担了不少工作。 我也希望

自己可以尽快进入上班状态， 为杨

园四居的居民们做好服务工作。 ”

新高苑物业经理张献青因为小

区封闭管理回不了家，接受居委统一

调配， 就地做起了小区物业保障工

作。 昨日，对于小区即将解除封闭管

理， 张献青称：“后期我们还有很多

防疫工作要做， 虽然能够回家了，但

各项工作的任务还是很重。毕竟我们

要服务好小区居民，把防疫工作做细

做实。 ”恢复正常生活后，张献青最

想做的还是陪陪自己的家人，正月十

五再一起补吃“团圆饭”。

经历了封闭式管理， 新高苑一

期小区居民们、志愿者们、工作人员

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 那就是

“希望疫情早点过去， 大家都恢复

日常生活”。

封闭管理期间， 小区里也涌现

了很多热心的居民志愿者， 他们放

弃了在家休息的时间， 加入到了小

区防疫工作中， 这也让不少工作人

员很感动。作为包干楼组长顾女士，

除了平时包干楼里居民的一切常规

工作外， 她还会利用其它时间去快

递柜看看情况，下雨天，有时快递柜

物品堆积很多， 她会根据快递盒上

的地址上门通知，如果是小物件，她

还会代取快递，直接送货上门。志愿

者黄女士每天清晨 6 点半都会准

时出现在居委会，打扫卫生、烧水、

帮助居委工作人员分发早中晚餐，

她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这些浓浓的邻里之情， 让处于

封闭管理期间的新高苑一期小区充

满了温情。 面对即将重启的新生活，

也许在每一个居民、志愿者、工作人

员心中都对“日常生活”有了新的理

解，因为这是如此平常而又珍贵。

“我们小区更像一个大家庭了”
经历了封闭管理的新高苑一期小区居民们有个共同心声

晨报记者 荀澄敏

“希望疫情早日过去，大家都能恢复正常生活。 ”“我想休整一两天早点去上班，我的病

人还在等着我呢！ ”“我想花点时间好好陪陪家人……”“我想跟家人一起去大吃一顿，看完

整个春节档的电影！ ”……整个春节假期都处于封闭管理中的浦东新区新高苑一期小区在

解除封闭管理后，居民们、志愿者们、工作人员们有哪些想做的事呢？

春节假期处于封闭管理中的新高苑一期小区年味不减 /受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