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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德阳市委组织部 

关于德阳市 2022 年度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 
到基层工作面试资格审查及面试等有关事项的

公   告 
 

根据《四川省 2022 年度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公

告》的相关规定，现就德阳市 2022 年度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面

试资格审查及面试等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面试资格审查 

（一）面试资格审查对象 

德阳市职位已进入面试资格审查人员(名单见附件)。 

（二）面试资格审查时间、地点 

时间：2022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9:00-11:30，下午

14:30-17:00。 

地点：德阳市人事考试中心一楼大厅（德阳市岷江东路 126

号）。 

（三）面试资格审查要求 

考生需按照《四川省 2022 年度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

工作公告》中面试资格审查的要求，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在指定时

间内到指定地点参加面试资格审查。面试资格审查合格者，现场

领取《面试准考证》。资料不齐、条件不符、提供虚假信息或未

在规定时间内参加面试资格审查者，取消面试资格，不再递补。

http://file.scpta.gov.cn/2015130/2015130111509_n_13109.html
http://file.scpta.gov.cn/2015130/2015130111509_n_13109.html
http://file.scpta.gov.cn/2015130/2015130111509_n_13109.html
http://file.scpta.gov.cn/2015130/2015130111509_n_131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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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本人须亲自到场参加资格审查，并提供资格审查材料： 

（1）《四川省 2022 年度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报

名推荐登记表》一份，其中的“高校（院所）院（系）党组织意

见”栏，由所在院（系）党组织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高校（院

所）党委组织部（就业主管部门）意见”栏，由所在高校（院所）

党委组织部或就业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2）本人有效期内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生证（毕业证、

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无学生证或学生证上专业、毕业时

间等信息不明确的需提供所在学校主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开

具的院系及专业等情况的证明。 

（3）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考生，需提供高校党委组织部或院

（系）党组织或生源地党支部出具的中共党员证明材料原件（注

明入党时间，时间具体到日）。 

（4）担任班长及以上学生干部一学年以上（含班级班长，

班级团支部、党支部书记），校、院系学生会（团委、研究生会）

中层副职及以上，校、院系协会（社团）副职及以上的考生，需

提供高校党委组织部或院（系）党组织出具的学生干部证明材料

原件（注明担任学校、院系或班级学生干部具体职务和起止时间）。 

（5）获国家级奖学金；校级及以上“优秀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培养工程”培养对象；院（系）级及以上“三好学生”（或“优

秀学生”“优秀研究生”“优秀硕士”“优秀博士”）；院（系）级

及以上“优秀学生干部”（或“优秀研究生干部”）；院（系）级

及以上“优秀团干部”；院（系）级及以上“优秀毕业生”；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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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综合素质 A 级证书”的考生，需提供证书原件及复印

件一份。 

（6）具有参军入伍经历的，还需提供退役士兵证原件及复

印件一份。 

二、面试 

（一）面试时间：2022 年 5 月 14 日（星期六）。 

（二）请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持《面试准考证》及本人有

效二代居民身份证，到指定地点参加面试。面试具体时间、地点

及相关要求详见《面试准考证》。 

三、疫情防控事项 

1.请广大考生持续关注健康码状态，在资格审查和面试前主

动出示本人防疫健康码信息（绿码），并按要求主动接受体温测

量，经现场测量体温正常（＜37.3℃）且无咳嗽等呼吸道异常症

状者方可进入考点。 

2.资格审查时，所有考生均需提供资格审查当日前 3 天 2次

（采样时间间隔 24 小时，最后一次采样须在川内有资质的检测

服务机构进行）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面试入场时，所有考生均需提供面试当日前 3天 2 次（采样

时间间隔 24 小时，最后一次采样须在川内有资质的检测服务机

构进行）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不能提供的视为考生自愿放弃面试

资格。其他疫情防控要求按照四川省、德阳市最新防疫要求执行。 

3.考生如因有相关旅居史、密切接触史等流行病学史被集中

隔离，资格审查及面试当天无法到达考点报到的，视为放弃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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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仍处于新冠肺炎治疗期或出院观察期，以及其他个人原因

无法参加面试的考生，视为放弃面试资格。 

4、考生应注意个人防护，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除核验身

份时按要求及时摘戴口罩外，进出资格审查点、面试考点、参加

面试须全程佩戴口罩。 

四、缴费及其它有关事宜 

（一）经面试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现场进行面试报名，缴

纳面试考务费 80 元（川发改价格〔2017〕472 号文件）并领取

《面试准考证》。面试报名须携带银联储蓄卡（不含信用卡）缴

费领取面试准考证，不接受现金缴费。 

（二）请考生提前安排个人行程，确保按时参加面试资格审

查，未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参加面试资格审查者，取消面

试资格，不再递补。 

（三）请考生务必保持通讯畅通，因无法联系造成的后果，

由考生自行负责。 

（四）体检、公示等后续事项，均会在德阳人事考试网

（http://www.dykszx.com/）网站公告，请所有报考德阳市职位的

报考人员给予关注，及时查看。 

 

咨询电话： 

中共德阳市委组织部公务员一科      0838-2304914 

 

附件：德阳市 2022 年度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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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面试资格审查人员名单 

 

 

中共德阳市委组织部 

2022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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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德阳市 2022 年度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

工作进入面试资格审查人员名单 
 

选调市州及

职位名称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德阳市职位

（一） 

杨兰宇 8031210100208 选调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3人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笔试成绩最低分：34.625

分 

张思丝 8031210115013 

刘诗妮 8031210422911 

德阳市职位

（二） 

向宇鑫 8031210100506 选调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7人（最后一名成绩相同的

一并进入资格审查）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笔试成绩最低分：33.625

分 

刘宇洋 8031210101230 

曾敬 8031210303212 

张鹏 8031210400211 

刘宸汗 8031210412930 

何洋 8031210415528 

徐海洪 8031210426006 

德阳市职位

（三） 

李佳燏 8031210102223 选调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6人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笔试成绩最低分：33.5

分 

张宇嘉 8031210104718 

刘媛 8031210218613 

马敏 8031210402818 

吴梦蝶 8031210424922 

郑敏越 8031210425323 

德阳市职位

（四） 

涂千玥 8031210103216 选调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3人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笔试成绩最低分：33.75

分 

张羽飞 8031210301018 

冯瑜 8031210407719 

德阳市职位

（五） 

廖驰 8031210107110 选调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3人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笔试成绩最低分：32.375

分 

陈九名 8031210411027 

吴显杨 803121041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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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调市州及

职位名称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德阳市职位

（六） 

赵芙蓉 8031210110016 选调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3人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笔试成绩最低分：30 分 
赵茗 8031210114515 

秦月萍 8031210410026 

德阳市职位

（七） 

倪心洋 8031210110511 选调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3人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笔试成绩最低分：32.75

分 

周超辉 8031210220106 

曾龙杰 8031210423524 

德阳市职位

（八） 

刘亚宁 8031210115530 选调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3人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笔试成绩最低分：34 分 
吴荛娟 8031210427807 

李迪 8031210528220 

德阳市职位

（九） 

罗礁 8031210110615 选调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3人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笔试成绩最低分：32.75

分 

冯鹏瑞 8031210218609 

林天赐 8031210303128 

德阳市职位

（十） 

李雨佳 8031210100727 选调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4人（最后一名成绩相同的

一并进入资格审查）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笔试成绩最低分：32.25

分 

肖倩 8031210101219 

尹东升 8031210301619 

吕晓燕 8031210305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