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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西安经开区铁腕治霾网格化管理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铁腕治霾专职网格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经开区铁腕治霾专职
网格员

(二)招聘人数：27人

（三）工作职责：主要负责制定经开区
铁腕治霾各项工作实施方案、工作计划

并组织实施；负责对接市铁腕治霾办，
做好工作信息、周总结、月报告等资料
报送工作；负责对下级网格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指导、培训、检查；负责对接并做
好各类考核组织、实施工作；负责建立
区内污染源档案，开展环境保护治污减
霾宣传教育；负责每天对所辖区域铁腕
治霾各项措施开展情况进行巡查；对上
级交办的问题进行跟踪、落实整改；对
发现问题及时向责任部门移交，并督促
整改；协调配合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执
法，对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处置。负责
做好领导交办任务。

专业要求
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监察
环境监测

环境规划与管理

岗位人数
5
5
6
4
4
3

男
4
5
5
4
3
2

女
1
0
1
0
1
1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公开招聘铁腕治霾专职网格员公告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8年8月28日

一、招聘岗位、人数及工作职责

(一)基本条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品行，
无违法记录。

(二)年龄条件：35 周岁以下(1983 年 8
月 23日以后出生)

(三)学历及专业要求：大学全日制本
科及以上学历，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环 境 科 学 与 工 程 、环 境 监 察 、环 境 监

测、环境规划与管理；有省、市、区环境
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经历的，专业可
适度放宽。

(四)身体条件：身体健康，能够适应巡
检岗位的工作要求及工作强度。

(五)其他条件：具有一年以上工作经
验；具备一定的沟通表达、公文写作及突
发性应急事件处理能力。

二、招聘条件

三、招聘程序

本次招聘按照发布公告、网上报名、
资格审查、面试、体检、公示、聘用等程序
组织实施。

(一)报名及资格初审
报名时间：报名信息长期有效。
报名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资格初审，

不设现场报名。应聘人员需填写报名登
记表，将报名登记表及相关资料电子版发
至指定邮箱。

报名需提交以下资料：①《报名登记
表》(含近期免冠照片电子版);②学历、学
位证书扫描件;③身份证及其他资格证书

扫描件;④其他能说明岗位工作经历、专
业职称和业绩的资料扫描件。报名人员
需对个人所提供的一切证件的真实有效
承担责任。

报 名 资 料 请 发 送 至 电 子 邮 箱 ：
469103074@qq.com

资格审查包括:通过网上报名资格初审、
复审、面试、公示以及聘用资格审查。应聘者
应对本人所填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无论任
何环节，一经发现虚假信息，立即取消应聘资
格，并承担相应责任。

初审通过人员进入面试，名单、时间、地
点将通过电话告知。

(二)面试和资格复审
面试主要对应聘人员专业知识、业务能

力、综合能力等方面进行测试。满分 100
分。根据个人面试情况及已招聘人数确定参
加体检人员。未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面试
的，视为自愿放弃应聘资格。

面试同时进行资格复审。应聘人员参加

面试时须持本人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报
名登记表和招聘岗位资格条件所需相关证件
原件及复印件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复审不合
格的取消应聘资格。

面试通过进入体检，名单、时间、地点将
通过电话告知。

(三)体检
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

行)》，在指定医院进行，体检不合格不予聘
用。体检费用由应聘人员自理。

(四）人员递补
因个人放弃或体检不合格等原因形成的

缺额，按照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递
补。若某专业体检后符合要求人数不足招聘
人数的，经研究，可从其它专业按照面试成绩
由高分到低分调剂。

（五）聘用形式
拟聘人员公示期满，且公示无异议后，由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签订劳动合同，实行劳务派遣。

四、薪酬待遇

月基本工资3800元（含个人应缴纳的各类社会保险费用），另有绩效考核奖金。

五、其他事项

1、本次招聘面试、体检人员名单以及
时间、地点将根据报名情况不定期通过电
话告知。

2、应聘者应对本人所填报资料的真实性

负责。对伪造、涂改证件证明，或以其它不正
当手段获取应聘资格，将取消应聘资格，对已
聘用人员，一经查实，立即解除聘用关系。

3、咨询电话：029-86524176 薛女士

母女以办学为名非法集资5.14亿元
8809名群众被骗仅返还900多万元

以集资建校的名义，向社会公众承诺高额利息，非法募集资金。几年间，被告人姚某及其团队共向8809名被害群众募集资金5.14亿元，实际
返还的却只有900多万元。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姚某及其团队提起公诉，指控姚某及其女儿刘某犯集资诈骗罪，马某某、李某某等其余多名被
告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昨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

据西安市检察院指控：2002年10月，姚某
成立西安物业管理专修学院，任法定代表人。
2008年8月，姚某、刘某召集马某某、汤某等多
人商议，以西安物业管理专修学院集资建校的
名义，向社会公众承诺高额利息，非法募集资
金。2009年5月，该校更名为西安金融财贸专

修学院，姚某、刘某等人又以西安金融财贸专
修学院的名义继续非法募集资金。

2009年10月，姚某、刘某为了逃避打击，
成立了陕西汇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继续以
该公司名义募集资金。在对社会公众募集资
金的过程中，姚某负责组织、策划及决策，刘

某负责管理集资业务团队和集资财务，马某
某负责各业务部门的统筹联络、策划组织群
众活动、接待群众并参与集资团队的管理；汤
某、吴某、高某等人负责组建融资团队、联系
群众签订合同。募集资金中的约35%分给汤
某等人的融资团队。

李某某等多人作为集资业务员，具体联
系投资群众，以集资建校为名开展非法集资
活动，采用在居民小区宣传、校庆参观、组织
旅游等形式，向群众介绍姚某所获荣誉和学
院的发展前景，夸大学院办学规模和投资项
目收益，承诺高额利息。

承诺高额利息拉群众投资“建校”

据指控，被告人姚某、刘某、马某某等
人先后以西安物业管理专修学院、西安金
融财贸专修学院、陕西汇衡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的名义，共向 8809名被害群众募集资
金 51419.72万元，已返还金额 9719080元，

未返还 50447.81万元。姚某、刘某将所募
集的资金除部分用于向被害群众返还本
金及利息、用于业务员的提成、购买土
地、车辆等项目外，其余资金拒不交代赃
款去向。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姚某、刘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以集资建校的名义非法集
资，诈骗金额特别巨大，应当以集资诈骗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马某某等未经有关
部门批准，面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扰乱金融秩序，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2015年5月18日，西安中院立案受理该
案。在审理期间，西安市检察院又追加起诉
多名被告人，现被告人达26名。

向8809名群众集资5.14亿元

昨日上午，西安中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审
理。

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姚某提出了7点
异议，不认可集资诈骗罪，也不认可5.14亿元
的募集金额，对女儿刘某的董事会成员身份
也进行了否认。她称，这个数字非实实在在
的集资数，而是本息累计多年的报案数。其
余资金的去向问题她曾以不同形式交代过。
这些年仅用于建校、购买设备设施、招生以及
给业务员分发业务提成、给客户返利等的钱

就达上亿元。成立汇衡公司也不是为了逃避
打击，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尽快偿还来
自群众的高息借款，以及给学生们提供一个
实习的去处。

但检察机关对这样的说法并不认同，庭
审中，检察官指出，有报告显示，姚某所投资
的项目大多呈亏损状态，仅有两个项目共计
获利1500多万元，而这1500多万元跟需要支
付给群众的高息还款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

检察官问姚某，“你在前期集资时，向群

众承诺了近40%的高息，你觉得投资什么项
目，能保证这40%的利润？”姚某承认，她早就
知道自己到期后没有这样的偿还能力，至于
为什么明知还不了，还要继续集资，她称，“没
办法了，我只有通过后续客户投资，才能继续
维持资金链。”

据其描述，他们公司向投资群众返点的
方式一般分为两步走，第一步首先会在跟群
众签订合同时就返给对方10%的利润，“比如
我们签合同，签的是对方投资10万元，实际

上却只会收对方9万元，那1万元就相当于给
的一部分利息。等到期还款时，我们承诺再
给客户10%的利润。另外还会根据客户投资
的多少、要不要续签等因素继续增加更高的
返点。”而这些高利诱惑，大概也正是数千名
群众会轻信姚某的投资谎言，将辛苦积攒的
钱交到其手上的原因。

该案今明两天将继续在西安中院开庭审
理。

本报记者张晴悦 李宗华

被告人当庭承认早知无力还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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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西安经开区铁腕治霾网格化管理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铁腕治霾专职网格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经开区铁腕治霾专职
网格员

(二)招聘人数：27人

（三）工作职责：主要负责制定经开区
铁腕治霾各项工作实施方案、工作计划

并组织实施；负责对接市铁腕治霾办，
做好工作信息、周总结、月报告等资料
报送工作；负责对下级网格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指导、培训、检查；负责对接并做
好各类考核组织、实施工作；负责建立
区内污染源档案，开展环境保护治污减
霾宣传教育；负责每天对所辖区域铁腕
治霾各项措施开展情况进行巡查；对上
级交办的问题进行跟踪、落实整改；对
发现问题及时向责任部门移交，并督促
整改；协调配合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执
法，对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处置。负责
做好领导交办任务。

专业要求
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监察
环境监测

环境规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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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公开招聘铁腕治霾专职网格员公告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8年8月28日

一、招聘岗位、人数及工作职责

(一)基本条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品行，
无违法记录。

(二)年龄条件：35 周岁以下(1983 年 8
月 23日以后出生)

(三)学历及专业要求：大学全日制本
科及以上学历，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环 境 科 学 与 工 程 、环 境 监 察 、环 境 监

测、环境规划与管理；有省、市、区环境
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经历的，专业可
适度放宽。

(四)身体条件：身体健康，能够适应巡
检岗位的工作要求及工作强度。

(五)其他条件：具有一年以上工作经
验；具备一定的沟通表达、公文写作及突
发性应急事件处理能力。

二、招聘条件

三、招聘程序

本次招聘按照发布公告、网上报名、
资格审查、面试、体检、公示、聘用等程序
组织实施。

(一)报名及资格初审
报名时间：报名信息长期有效。
报名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资格初审，

不设现场报名。应聘人员需填写报名登
记表，将报名登记表及相关资料电子版发
至指定邮箱。

报名需提交以下资料：①《报名登记
表》(含近期免冠照片电子版);②学历、学
位证书扫描件;③身份证及其他资格证书

扫描件;④其他能说明岗位工作经历、专
业职称和业绩的资料扫描件。报名人员
需对个人所提供的一切证件的真实有效
承担责任。

报 名 资 料 请 发 送 至 电 子 邮 箱 ：
469103074@qq.com

资格审查包括:通过网上报名资格初审、
复审、面试、公示以及聘用资格审查。应聘者
应对本人所填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无论任
何环节，一经发现虚假信息，立即取消应聘资
格，并承担相应责任。

初审通过人员进入面试，名单、时间、地
点将通过电话告知。

(二)面试和资格复审
面试主要对应聘人员专业知识、业务能

力、综合能力等方面进行测试。满分 100
分。根据个人面试情况及已招聘人数确定参
加体检人员。未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面试
的，视为自愿放弃应聘资格。

面试同时进行资格复审。应聘人员参加

面试时须持本人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报
名登记表和招聘岗位资格条件所需相关证件
原件及复印件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复审不合
格的取消应聘资格。

面试通过进入体检，名单、时间、地点将
通过电话告知。

(三)体检
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

行)》，在指定医院进行，体检不合格不予聘
用。体检费用由应聘人员自理。

(四）人员递补
因个人放弃或体检不合格等原因形成的

缺额，按照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递
补。若某专业体检后符合要求人数不足招聘
人数的，经研究，可从其它专业按照面试成绩
由高分到低分调剂。

（五）聘用形式
拟聘人员公示期满，且公示无异议后，由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签订劳动合同，实行劳务派遣。

四、薪酬待遇

月基本工资3800元（含个人应缴纳的各类社会保险费用），另有绩效考核奖金。

五、其他事项

1、本次招聘面试、体检人员名单以及
时间、地点将根据报名情况不定期通过电
话告知。

2、应聘者应对本人所填报资料的真实性

负责。对伪造、涂改证件证明，或以其它不正
当手段获取应聘资格，将取消应聘资格，对已
聘用人员，一经查实，立即解除聘用关系。

3、咨询电话：029-86524176 薛女士

母女以办学为名非法集资5.14亿元
8809名群众被骗仅返还900多万元

以集资建校的名义，向社会公众承诺高额利息，非法募集资金。几年间，被告人姚某及其团队共向8809名被害群众募集资金5.14亿元，实际
返还的却只有900多万元。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姚某及其团队提起公诉，指控姚某及其女儿刘某犯集资诈骗罪，马某某、李某某等其余多名被
告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昨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

据西安市检察院指控：2002年10月，姚某
成立西安物业管理专修学院，任法定代表人。
2008年8月，姚某、刘某召集马某某、汤某等多
人商议，以西安物业管理专修学院集资建校的
名义，向社会公众承诺高额利息，非法募集资
金。2009年5月，该校更名为西安金融财贸专

修学院，姚某、刘某等人又以西安金融财贸专
修学院的名义继续非法募集资金。

2009年10月，姚某、刘某为了逃避打击，
成立了陕西汇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继续以
该公司名义募集资金。在对社会公众募集资
金的过程中，姚某负责组织、策划及决策，刘

某负责管理集资业务团队和集资财务，马某
某负责各业务部门的统筹联络、策划组织群
众活动、接待群众并参与集资团队的管理；汤
某、吴某、高某等人负责组建融资团队、联系
群众签订合同。募集资金中的约35%分给汤
某等人的融资团队。

李某某等多人作为集资业务员，具体联
系投资群众，以集资建校为名开展非法集资
活动，采用在居民小区宣传、校庆参观、组织
旅游等形式，向群众介绍姚某所获荣誉和学
院的发展前景，夸大学院办学规模和投资项
目收益，承诺高额利息。

承诺高额利息拉群众投资“建校”

据指控，被告人姚某、刘某、马某某等
人先后以西安物业管理专修学院、西安金
融财贸专修学院、陕西汇衡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的名义，共向 8809名被害群众募集资
金 51419.72万元，已返还金额 9719080元，

未返还 50447.81万元。姚某、刘某将所募
集的资金除部分用于向被害群众返还本
金及利息、用于业务员的提成、购买土
地、车辆等项目外，其余资金拒不交代赃
款去向。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姚某、刘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以集资建校的名义非法集
资，诈骗金额特别巨大，应当以集资诈骗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马某某等未经有关
部门批准，面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扰乱金融秩序，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2015年5月18日，西安中院立案受理该
案。在审理期间，西安市检察院又追加起诉
多名被告人，现被告人达26名。

向8809名群众集资5.14亿元

昨日上午，西安中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审
理。

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姚某提出了7点
异议，不认可集资诈骗罪，也不认可5.14亿元
的募集金额，对女儿刘某的董事会成员身份
也进行了否认。她称，这个数字非实实在在
的集资数，而是本息累计多年的报案数。其
余资金的去向问题她曾以不同形式交代过。
这些年仅用于建校、购买设备设施、招生以及
给业务员分发业务提成、给客户返利等的钱

就达上亿元。成立汇衡公司也不是为了逃避
打击，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尽快偿还来
自群众的高息借款，以及给学生们提供一个
实习的去处。

但检察机关对这样的说法并不认同，庭
审中，检察官指出，有报告显示，姚某所投资
的项目大多呈亏损状态，仅有两个项目共计
获利1500多万元，而这1500多万元跟需要支
付给群众的高息还款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

检察官问姚某，“你在前期集资时，向群

众承诺了近40%的高息，你觉得投资什么项
目，能保证这40%的利润？”姚某承认，她早就
知道自己到期后没有这样的偿还能力，至于
为什么明知还不了，还要继续集资，她称，“没
办法了，我只有通过后续客户投资，才能继续
维持资金链。”

据其描述，他们公司向投资群众返点的
方式一般分为两步走，第一步首先会在跟群
众签订合同时就返给对方10%的利润，“比如
我们签合同，签的是对方投资10万元，实际

上却只会收对方9万元，那1万元就相当于给
的一部分利息。等到期还款时，我们承诺再
给客户10%的利润。另外还会根据客户投资
的多少、要不要续签等因素继续增加更高的
返点。”而这些高利诱惑，大概也正是数千名
群众会轻信姚某的投资谎言，将辛苦积攒的
钱交到其手上的原因。

该案今明两天将继续在西安中院开庭审
理。

本报记者张晴悦 李宗华

被告人当庭承认早知无力还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