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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机关公选 193 名工作人员
这些报名条件和程序看清楚了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梁峡林）省委组织部日前发布《甘
肃省 2019 年省直机关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公开遴选公务员和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公告》，33 个省直机关单位公开遴选 193
名工作人员。

遴选职位
公开遴选职位包括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和科员。公开遴选职位
分为两类：一是面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
工作人员；
二是专门面向符合条件的选调生。

遴选对象和条件
（一）遴选对象
1.我省市（州）以下机关中已进行公务员登记且在编在岗的公务员。
2.我省市（州）以下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中已进行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登记且在编在岗的工作人员。
省直机关设在地方的单位（包括垂直管理单位、派出单位等）符合
上述条件的也可报名。
（二）遴选条件
报名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专业素养，
品行端正，
实绩突出，
群众公认。
2.具有 2 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和 2 年以上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单位工作经历（截至 2019 年 5 月 14 日）。军队转业干部在军队团
和相当团以下单位工作的经历，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退役士兵服役
经历，
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3.年度考核均为称职以上等次。
4.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公开遴选职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年
龄、工作能力和任职经历。具体要求见《公开遴选职位表》
（其中年龄
要求 30 周岁以下的，为 1988 年 5 月 14 日以后出生；年龄要求 35 周岁
以下的，为 1983 年 5 月 14 日以后出生；取得博士学位的报考人员年龄
放宽到 40 周岁以下的，
为 1978 年 5 月 14 日以后出生）。
5.身体健康。
6.符合公开遴选职位规定的其他资格条件。

报名程序和方法
按照发布公告、报名与资格初审、笔试、资格复审、面试、考察、公
示、批复及办理调动手续等步骤进行。
本次遴选报名采取个人意愿与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不收
取报名费。
报名时间：
2019年5月14日（星期二）09∶00至5月20日（星期一）18∶00。
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成绩、面试成绩各占综合成绩的 50%，
折合总分为 100 分。
笔试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09∶00-12∶00，地点详
见准考证。
报名人员可于 7 月 1 日（星期一）09∶00 以后通过报名网站查看笔
试成绩。
面试结束后，
遴选机关还可根据需要自行组织职位业务或专业知识
加试，
加试成绩占面试成绩的 40%。面试及加试的时间、
地点另行通知。

兰州市人民政府发布一批人事任免名单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者刘琼）5 月 14 日，兰州市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一批人
事任免公告。根据中共兰州市委兰任字〔2019〕93 号、97 号、99 号、101 号文件通知，经 2019
年 4 月 30 日兰州市人民政府第 61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决定任命：
郭金魁 为兰州市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队
长（正县级）；
王胜太 为兰州市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正县级）；
王岩春 为兰州市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孟英奇 为兰州市文化
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谢志强 为兰州市市场
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正县级）；
杨 镇 为八路军兰州

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
满吉新 为兰州市科学
技 术 局 副 局 长（试 用 期 一
年）；
张建华 为兰州市地震
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王育民 为兰州市科学
技术联合服务中心主任（试
用期一年）；
董兰艳 为兰州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调研员；
鲁北军 为兰州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调研员；
陈文广 为兰州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调研员；
王子亮 为兰州市林业
局调研员；
王小平 为兰州市城市
管理委员会调研员；
成五龙 为兰州市城市
管理委员会调研员；
廖顺泰 为兰州市地震
局调研员；
贺永泉 为兰州市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调研员；
张志勇 为兰州黄河风
情线大景区管理委员会调研
员。

郭金魁 兰州市环境监
察局局长职务；
王胜太 兰州市公路运
输管理处处长职务；
王岩春 兰州市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中心副主
任职务；
孟英奇 兰州市文化市
场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职
务；
杨 镇 兰州市旅游监
察支队（兰州市旅游质量监
督管理所）支队长（所长）职
务；
李朝阳 兰州市城乡规
划局调研员职务；
姚 婧 兰州市城乡规
划局副调研员职务；
鲁北军 兰州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副局长职务；

廖顺泰 兰州市地震局
副局长职务；
贺永泉 兰州市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职务；
张志勇 兰州黄河风情
线大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职务；
董兰艳 兰州市目标管
理办公室主任职务；
王育民 兰州市人民政
府科技顾问团专职秘书长职
务；
王小平 兰州市城市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一大队
副大队长职务；
成五龙 兰州市城市管
理委员会东方红广场大队
（兰州市东方红广场管理办
公室）大队长（主任）职务。
王玉保 退休。

免去：
石明真 兰州市环境监
察局副局长职务；
王永刚 兰州市环境监
察局副局长职务；
王 欣 兰州市城市交
通运输管理处副处长职务；
岳 忠 兰州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稽查大队大队长职
务；
以上同志保留原待遇不
变。
卢 健 兰州市城乡规
划局副局长职务；
刘鹏堂 兰州市城乡规
划局副局长职务；
陆爱华 兰州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职务；
贾云鸿 兰州市城乡规
划局总规划师职务；

我省 11 所拟命名省级“绿色示范学校”开始公示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
者李辉）5 月 14 日，省生态环境厅、省教
育厅联合印发文件，公示了拟命名兰州
市外国语高级中学等 11 所学校为省级
“绿色示范学校”名单。
据了解，
根据相关要求，
我省组织开
展了省级
“绿色示范学校”
创建活动。经
过实地督导、
组织申报、
初评、
现场核查、
专家评审，最终评选出兰州市外国语高
级中学等 11 所学校拟命名省级“绿色示
范学校”
，
武威天乙生态园拟命名为省级
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现公示
拟命名结果，接受广大群众监督。公示
时间为 5 月 14 日—5 月 20 日。

拟命名省级“绿色示范学校”
创建单位名单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嘉峪关市酒钢三中
金昌市第四中学
白银市白银区第八小学
天水市秦州区第一幼儿园
武威市三中
张掖市甘州区大成学校
平凉市十中
定西市东方红中学
陇南市武都区安化初级中学
临夏市第三中学

5 月 13 日上午，由兰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兰州市委宣传部、兰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兰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城关区人民政府、城关区发展和改革局承办的“诚信建设万
里行”兰州站宣传接力暨张掖路诚信示范街创建启动仪式在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步行
街举行。启动仪式上，相关部门领导为兰州首条诚信示范街——张掖路诚信示范街进
行授牌。图为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宣传资料。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者 刘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