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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2022 年定向国防科技大学
招录选调生公告

为加强广西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发现和储备年轻干部，

根据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选调生工作的意见》（组

通字〔2018〕17号）要求，广西决定面向国防科技大学选调 2022

年优秀毕业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对象

国防科技大学 2022年应届毕业生（毕业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不含专升本、定向生（可到广西工

作的除外）、委培生以及在职攻读学历学位人员。

二、报考条件

报考人员除应具备《公务员录用规定》规定的基本条件外，还

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政治素质好，对党忠诚，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爱党爱

国，服从大局，服从组织安排，甘于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奉献。

（二）学习成绩优良，取得对应学历学位的 2022年大学本科

以上应届毕业生。其中，本科生须为全日制学历学位，硕士、博

士研究生须取得“双一流”建设高校全日制本科学历学位。

（三）年满 18周岁以上，大学本科毕业生 26周岁以下（1995

年 7 月 31 日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 30 周岁以下（1991 年 7 月

31 日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 32 周岁以下（1989 年 7 月 31 日以

后出生）。具有参军入伍经历人员相应放宽两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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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

2．具有参军入伍经历的应届毕业生；

3．优秀共青团员，须担任过院系以上学生会（研究生会、社

团联合会）主席、副主席、各部部长、副部长或团委副书记、各

部部长、副部长，班级班长、团支书，校级社团主要负责人，且

连续任职时间满 1 学年以上（任职时间截止到 2022 年 6 月底），

或者获得校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等综

合荣誉。

（五）符合广西 2022 年定向选调生招录急需紧缺专业（详

见附件）或现就读高校国家一流建设学科相关专业，其中法学专

业的须获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A 证）；校级学生会（研究

生会、社团联合会）主席、副主席、各部部长、副部长，校团委

副书记、各部部长、副部长，院系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副

主席、团委副书记可不限专业报考。

志愿到县乡机关工作的不限专业报考。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报考：

1．在校期间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学术不端或道德品行问

题的；

2．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曾被开除公职的；

3．在公务员招考中违规违纪在禁考期内的；

4．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员）被辞退未满 5

年的；

5．具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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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调程序

（一）报名与资格审查。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报考人员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通过登录八桂先锋网（www.bgxf.gov.cn）的

广西选调生报名系统进行报名，如实填写《广西 2022年定向国防

科技大学选调应届毕业生报名表》。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1年 10月

20日。

报名资格审查由广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负责。10月 26日后，

报考人员可通过广西选调生报名系统查询资格审查结果。10月 29

日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员可在广西选调生报名系统自行下

载打印《报名表》，经所在院系党委、学校就业指导部门盖章后，

由学校就业指导部门统一将《报名表》提供我部。11月 6日后，

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员可在广西选调生报名系统自行下载打印

准考证。

（二）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科目为《申论》《行

政职业能力测验》，每科分值 100 分。笔试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13日。笔试、面试地点设在长沙市，具体事项详见准考证。（若

受疫情影响，届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笔试、面试合格分数线由广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统一划定。

考生可于 2021 年 12 月上旬登录八桂先锋网的广西选调生报名系

统查询本人考试成绩。

（三）签约。笔试、面试成绩合格的考生，可与广西自治区

党委组织部签订三方就业协议。签约由广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统

一组织，具体时间和事项另行通知。无正当理由逾期不签约的，

视为放弃选调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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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检和考察。与广西签订三方就业协议的考生列为体

检和考察对象，特殊情况暂时无法签订三方就业协议的，经广西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同意可列为体检和考察对象。体检按照《关于

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

操作手册（试行）〉有关内容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40

号）有关要求进行。考生初次体检的基本费用由广西自治区党委

组织部承担，复检的费用由考生自行负担。

考察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进一步复核报考人员的报考

资格条件，全面了解其政治立场、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

法、诚信记录、学习表现等方面情况。

体检或考察不合格的，不予录用，与广西签订的三方就业协

议自动解除。

（五）岗位分配。广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根据签约且体检考

察合格考生的综合素质、学历层次、专业背景、笔试面试成绩、

考察情况、个人意愿以及用人单位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综合研究

确定考生具体选调岗位，并通过八桂先锋网（广西选调生报名系

统）向考生本人反馈。

（六）公示、确定人选、报到和录用。广西自治区党委组织

部研究确定拟选调人选后，将拟选调人选在学校进行公示。公示

期为 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确定为选调人员。

选调人员应按照通知要求持毕业证、学位证、报到证和其他

规定材料于 2022 年 7 月 10 日前到工作单位报到，特殊情况的，

报到时间可延迟至 2022年 12月 31日。超过规定时间且无正当理

由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毕业证、学位证或不报到的，取消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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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后，用人单位按照管理权限办理录用手续。对安排在法

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戒毒系统人民警察职位的选调生，

由用人单位组织进行体能测评和重新体检（仅涉及特殊体检标准

的项目）。体能测评不合格的，调整到其他非人民警察职位。

四、相关政策

（一）选调生由广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根据培养要求、用人

单位需求并结合个人意愿统筹安排到各级党政机关工作。符合急

需紧缺专业要求的毕业生可优先安排在市级以上党政机关。选调

生到岗后按有关规定安排到基层培养锻炼。

（二）新录用选调生试用期 1 年，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按

照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任职定级；不合格的，取消录用。

（三）考生不需要缴纳报名考试费。

咨询电话：广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规划办

0771–5898594、5898730（传真）

电子邮箱：gxgbghb@bgxf.gov.cn

附件：1. 广西 2022年定向选调生招录急需紧缺专业目录

2. 广西 2022年定向国防科技大学选调应届毕业生报名表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2021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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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西 2022 年定向选调生招录急需紧缺专业目录

学科类别 急需紧缺专业

（一）经济

学、管理学、

社会学与法

学类

经济学，财务管理，财务与投资管理，财政学，公共财政管理，金融学（工

程），金融工程与经济发展，国际金融学，国际贸易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商务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审计学，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土

地资源管理，物流工程及管理，电子商务，信用管理，应急管理，法学（法

律）

（二）土建

类

建筑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土木工程，城市（区

域）规划（管理），城市规划与设计，城乡规划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

理，风景园林（学），景观建筑（规划）设计，景观学，市政工程，建筑工

程，给水排水（科学）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消防工程

（三）海洋

科学及工程

类

海洋科学，海洋大气，海洋生物，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港口海岸及治

河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

（四）环境

科学类

环境科学（工程、管理），能源与环境工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安全

工程，安全技术及工程，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大气科学

（五）交通

运输类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交通运输（工程），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道路与铁

道工程，轨道交通管理及运营，油气储运工程，港口物流管理

（六）机械

工程与材料

科学类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材料

科学与工程，新材料科学

（七）电气

信息工程及

电子信息科

技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

息与通信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通信与信息系统，通信（网络、物联网、

信息、软件）工程，信息安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制

造，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八）轻工

食品类

农（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食品科学（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

药品安全与管理学，营养与食品安全，食品加工技术，食品生物技术，生

物医药

（九）农林

水类

果树学，蔬菜学，茶学，林学，农业（林业）经济管理，农业电气化与自

动化，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种子科学与工程，农业水土工程，农业水

利工程，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施工与管理），水文（学）与水

资源（工程），水灾害和水安全，生态水力学

（十）医学、

康养类
临床医学、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壮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养生康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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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西 2022年定向国防科技大学选调应届毕业生报名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族

本人近期小二寸
电子证件照

（jpg或 bmp格
式，130×170像
素，100KB以下）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入党时间

婚姻状况 籍贯 出生地 生源地

身高 cm 体重 kg 既往病史

外语水平
计算机
水平

是否取得国家法
律职业资格证书A

证

是否具有参

军入伍经历

个人特长
是否少数
民族骨干

计划
身份证号

毕业学校 院系 专业 （须与毕业证学位证一
致）

学历
（现阶段
学历）

学位
（现阶
段学位）

学号
是否全
日制研
究生

是否服
从分配

是否志
愿到县
乡工作

在高等院
校何时担
任何职务

（填担任的最高职务）

本人联
系方式

移动电话 宿舍电话 电子邮箱 家庭电话

家庭住址 省（区、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 村

个人
简历

高等院校学习经历

（注明大学本科至现阶段的起止时间、学校、院系、专业及学位名称）

工作（实习）经历

（注明起止时间、工作单位及职务，是实习的应在后面说明）

奖惩
情况

（注明奖惩时间及名称）

在校学习
成绩情况

（注明是否存在挂科补考情形，如有请具体写明）

家庭主要
成员及

社会关系

称谓 姓名 政治面貌 年龄 工作单位及职务 备注

签名确认
我承诺，上述事项依据事实填报，如有虚假，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党委推荐意见 学校推荐意见 广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意见

（院系党委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注：在广西选调生报名系统填写提交报名表后，请自行下载打印一式二份并签名，经院系党委盖章
后送交学校学生就业指导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