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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人员）公告 根

据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印发gt.的通知》（辽人社[2009]160号），2009年我市机关

计划招录公务员632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计划招录

工作人员137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考的基本条

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拥护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 （三）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1973年8月2日

至1991年8月2日期间出生）； （四）具有良好的品行； （五

）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

程度和符合职位要求的工作能力； （七）具有录用主管机关

规定的报考职位所需其他资格条件。 招考职位信息中标明的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是指专门面向 “一村一名大学生

计划”设置的招考职位。纳入我市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服务期已满且考核合格的人员，可以报考所在涉农区市县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职位，其他人员不能报考。 招考职

位明确要求有基层工作经历的，报考者必须具备相应的基层

和生产一线工作经历。基层和生产一线工作经历，是指具有

在县（市、区）乡（镇、街）党政机关，在企事业单位和其

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基层和生产一线及农村工作的经历

。曾在军队团和相当团以下单位工作过，也可视为具有基层

工作经历。纳入“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人员，均视为具

有基层工作经历。基层工作年限计算的截止时间为2009年8



月2日。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报考，

须征得报考者所在机关（单位）同意。其余人员自行解决与

原工作单位人事劳动关系问题，出现纠纷由考生自负责任。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在2006年－2009年中央及全（各）省公务员招考中被认定有

考试作弊行为且不得报考公务员的人员，现役军人、试用期

内的公务员（工作人员）、被辞退未满五年的公务员、在读

的非应届高校毕业生，以及具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

的其他情形的人员，不得报名。报考人员不得报考与录用后

构成回避关系的招录职位。 报考机关（单位）所在地是大连

主城区的外埠考生，除本人须符合报考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

外，还须符合大连市引进人才政策有关规定，即具有大学本

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其中已婚的外埠考生，其配偶

须符合45周岁以下、具有本科学历或中级职称、在主城区有

接收单位的条件。大连主城区是指大连市中山区、西岗区、

沙河口区、甘井子区和高新园区。 二、报考程序 （一）职位

查询 我市各招考机关（单位）的具体招考人数、职位简介和

资格条件等可通过以下网站查询： 大连人事编制网

（www.rsj.dl.gov.cn ） 大连人才网 （www.dl-rc.com） 对《职

位信息》中的专业、学历、资格条件以及备注的内容等信息

需要咨询时，报考人员请直接与招考部门联系。 为方便考生

报考，辽宁省公务员主管部门就报考政策、报名网络技术和

考场考务安排等事宜编制了《报考指南》，报考人员可通过

辽宁人事考试网（www.lnrsks.com）查阅。 （二）报名 本次

考试报名全部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不设现场报名。报

名网址是辽宁人事考试网（www.lnrsks.com）。 报考人员可按



属地选择参加考试的考区。大连设立考区，选择“大连考区

”的考生，对考务事宜可电话咨询。 报考人员可在2009年8

月3日8时至8月12日24时登录辽宁人事考试网

（www.lnrsks.com），填写报名信息，并上传照片（本人近期

免冠2寸正面证件电子照片，jpg格式，宽高比例1：1.3左右，

大小20KB以下），照片审核合格后，报考人员重新登录网上

报名系统缴纳考试费用。报考人员不能用新、旧两个身份证

号同时报名，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报名信

息一经确认，不允许更改，网上缴纳的费用不予退还。 报名

实行诚信承诺制，每名考生只能报考一个招考职位。考生报

名时，要如实提交有关信息和材料，凡弄虚作假的、或与招

考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不符的，在面试前的资格审查中一经

查实，一律取消面试资格。报名期间，有关单位将在辽宁人

事考试网对报考人员提交的报名信息及上传的照片进行初审

，并于报考人员报名次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初审时间为2009

年8月3日至13日。考生对初审需咨询的，可按照公布的咨询

电话，向相关部门咨询。 拟享受减免考务费用的人员，实行

网上报名、现场确认的方式。符合减免考务费条件人员需通

过网上报名并在照片审核通过后，到我市人才服务中心（联

合路100号）1楼大厅21号窗口，现场办理减免考务费手续。

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镇家庭的考生，凭家庭所在地

的县（市、区）民政部门出具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证明和

低保证（复印件）；农村绝对贫困家庭的考生，凭家庭所在

地的县（市、区）扶贫办（部门）出具的特困证明及特困家

庭基本情况档案卡（复印件），于8月10日至11日到我市人才

服务中心（联合路100号）1楼大厅21号窗口进行审核确认。 



未按期缴费者视为自动放弃考试。 当招考职位未达到开考比

例１：２时，调整或取消该职位招考计划，调整或取消的职

位将在辽宁人事考试网（www.lnrsks.com）上公布，报考已调

整或取消职位的考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报考其他符合招

考条件的职位。 已缴费的报考人员，于2009年9月1日8时至9

月13日8时登录辽宁人事考试网，自行打印准考证、报名登记

表（A4纸）。需要考务费收据的考生，请于2009年9月14日

至18日持本人准考证，到市人才服务中心（联合路100号）1

楼大厅42号窗口领取。 考生自报名至考试（笔试、资格审查

、面试）期间，应确保报名时所填报的通讯工具畅通，以便

招考单位、考试机构联络，因所留通讯方式不畅所致后果，

由考生自负。 三、考试内容、时间和地点 （一）公共科目笔

试 1、内容。公共科目笔试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

科。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包括言语理解与表达、常识判断（侧

重法律知识运用）、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和资料分析，全部

为客观性试题，考试时限为120分钟。申论主要通过报考者对

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查报考者阅读理解

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

力，考试时限为150分钟。 考试范围按《2009年辽宁省公务员

（工作人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考试大纲》掌握。 2、时间

和地点。笔试时间为2009年9月13日（星期日），具体安排为

： 上午9：00-11：00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下午14：00-16

：30 《申论》 报考者按照准考证上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考

试。参加考试时，必须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缺少证件的考

生，不得参加考试。监考人员依据报考者准考证、身份证和

考场座次表，核验报考者身份，实施监考。 3、分数线和成



绩查询。公共科目笔试阅卷结束后，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

根据成绩汇总分析确定最低合格分数线。考生笔试成绩于10

月上旬通过辽宁人事考试网（www.lnrsks.com）查询。 （二）

面试 1、参加面试人选的确定。笔试最低合格分数线划定后

，按录用计划人数与面试人数1：2的比例，依照笔试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的排序，确定各职位参加面试的人选名单。最后

一个面试人选的笔试成绩并列者，同时参加面试。面试人员

名单在大连人事编制网（www.rsj.dl.gov.cn ）统一公布。 2、

专职翻译职位面试前加试专业科目考试。公共科目笔试后，

按照公共科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1：8的比例，确定专职翻译

职位专业考试人选；专业考试后按专业考试成绩从高到低1

：3的比例确定面试人选。专业考试由市委组织部、市人事部

门会同招考部门组织实施。 3、资格审查。面试前，市委组

织部、市人事局会同招考部门对进入面试人员的报考资格条

件进行审查。考生须携带本人身份证件（身份证、学生证、

工作证等）原件，学历、学位证原件，原单位同意报考的证

明，报名登记表以及招考职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到指定

地点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对于在职的报考者，开具原单位同

意报考的证明确有困难的，经招考部门同意，可在体检和考

察时提供。资格审查的时间、地点请考生注意网上公告。凡

不符合报名条件或弄虚作假的，一律取消面试资格，并从笔

试成绩合格者中依次递补（专职翻译职位按专业考试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4、面试组织。面试工作由市委组

织部、市人事局负责组织实施。面试主要采取结构化面谈的

方法，满分100分，合格分数线为60分。面试于11月上旬进行

，具体时间、地点及相关事宜请考生注意网上公告。 四、体



检和考察 （一）人选确定 根据总成绩，按录用计划1：1的比

例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总成绩并列者，按面试成绩由高到

低的排序，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笔试、面试成绩的权重比

例各为50%。权重计分的公式为：总成绩=（行政职业能力测

验成绩×50% 申论成绩×50%）×50% 面试成绩×50%；专职

翻译职位公共科目笔试不计入总成绩，专业科目考试、面试

成绩的权重分别为60%、40%。总成绩=专业科目考试成绩

×60% 面试成绩×40%。 （二）体检 体检工作按照《公务员

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国人部发[2005]1号）和《公

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国人厅发[2007]25号），

由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统一组织实施。其中，报考法检系

统司法警察职位的，按照《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检项目

和标准》体检。对于在体检过程中，弄虚作假或隐瞒真实情

况的报考者，不予录用或取消录用。 （三）考察 考察工作按

照《辽宁省录用国家公务员考核实施细则》，由招考部门组

织实施。招考部门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根据录用职位要求

，采取多种形式，全面了解被考察对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

质、遵纪守法、自律意识、能力素质、工作态度、学习和工

作表现以及需要回避的情况等，对考察对象进行资格复审。 

五、公示和录用 拟录用人选确定后，由市委组织部、市人事

局在网上向社会公示。公示的内容为拟录用人员姓名、性别

、准考证号、报考职位、笔试成绩、面试成绩、总成绩、排

名等，同时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7天。 

对经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反映但不影响录用为公务员（工作人

员）的人员，办理公务员（工作人员）录用手续。对反映有

影响录用的问题并查有实据的，不予录用；对反映的问题一



时难以查实的，可暂缓录用，待查清后再决定是否录用。新

录用的公务员（工作人员）试用期一年。试用期满合格的，

正式录用；不合格的，取消录用资格。 凡经考试录用到县（

市、区）以下机关的公务员，需在新录用机关公务员岗位工

作达到三年以上，方可向各级机关流动，确保县以下机关公

务员队伍的稳定。 特别提示： 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

，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目前社会

上出现的任何以公务员考试命题组、专门培训机构等名义举

办的辅导班、辅导网站或发行的出版物、上网卡等，均与本

次考试无关。敬请广大报考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附

：1、咨询、监督电话 2、政府系统招考部门咨询电话 3、党

群、政府（含参公）招录职位信息 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 大连

市人事局 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附件1咨询、监督电话 部门电

话政策咨询党群系统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0411）82758709政

府系统市人事局公务员管理处（0411）83610808考务咨询市人

才服务中心人事考试部（0411）84618662监督市纪委监察局

（0411）82758836 （0411）82758805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9时--11时30分，下午1时5时30分。附件2政府系统招考部

门咨询电话一、政府机关部门电话1市政府办公厅（0411

）837031082市民政局（0411）843199603市规划局（0411

）837226514市交通局（0411）843100165市人事局（0411

）836382346市卫生局（0411）836322417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

（0411）826334088市外事办公室（0411）838812609市环境保

护局（0411）8273829910市财政局（0411）82816655---717311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0411）8363516112市审计局（0411

）8363861113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0411）8425521814市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0411）8889036915市政府金融工作办

公室（0411）8362173316市林业局（0411）8436158117市农村

经济委员会（0411）8368930318市质量技术监督局（0411

）8275053019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0411）8362980020市

水务局（0411）8272290621市城市建设管理局（0411

）8362772722市工商行政管理局（0411）8435851023市地方税

务局（0411）2332030 （0411）8233203124中山区人事局（0411

）8256560925西岗区人事局（0411）83627283部门电话26沙河

口区人事局（0411）8436852627甘井子区人事局（0411

）8666767428旅顺口区人事局（0411）8639526329普兰店市人

事局（0411）8311574030瓦房店市人事局（0411）8562334631

庄河市人事局（0411）8970620232长海县人事局（0411

）89891038二、参公单位部门电话1市广播电视局（0411

）881110192市地震局（0411）836823303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0411）836967814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0411）837676865市

土地储备中心（0411）83600725报考以下参公单位的，请咨询

各主管局。部门主管局电话6市价格监测中心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0411）836326617市人才服务中心市人事局（0411

）836382348市建筑工程劳动保险费用管理办公室市城乡建设

委员会（0411）836096369市建筑安全监督管理站10市救助管

理站市民政局（0411）8431996011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

理中心12市渔政监督管理局市海洋渔业局（0411）8263468113

市渔业船舶检验局14市固体废物管理处市环境保护局（0411

）8273829915辽宁蛇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16市职业卫生

监督所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0411）8372282017市招生工作

办公室市教育局（0411）84649451部门主管局电话18旅顺口区



质量技术监督稽查队市质量技术监督局（0411）8275053019市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0411

）8363516120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21市就业管理中心22市劳动

保障监察支队23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24市财政国库收付中心

市财政局（0411）82816655---717325市投资审核中心26市重点

项目财务管理办公室27市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稽查大队28市

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0411）8263340829

市房屋租赁登记管理中心30市住房保障中心31市道路运输管

理处市交通局（0411）8431001632市高速公路管理处33市道路

客运管理处34市出租汽车管理处35市河道管理处市水务局

（0411）8272290636市水路运输管理处市港口与口岸局（0411

）8262580937市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站38市船舶修造管理处39市

港口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

午9时--11时30分，下午1时5时30分。 附3： 党群、政府（含

参公）招录职位信息 推荐： 2009年辽宁公务员录用考试主管

部门联系电话和网站 辽宁省200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

目考试大纲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考试专业科目考试大纲 辽

宁省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学科）指导目录附件1咨询、监督

电话 部门电话政策咨询党群系统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0411

）82758709政府系统市人事局公务员管理处（0411）83610808

考务咨询市人才服务中心人事考试部（0411）84618662监督市

纪委监察局（0411）82758836 （0411）82758805工作时间：周

一至周五，上午9时--11时30分，下午1时5时30分。附件2政府

系统招考部门咨询电话一、政府机关部门电话1市政府办公厅

（0411）837031082市民政局（0411）843199603市规划局

（0411）837226514市交通局（0411）843100165市人事局



（0411）836382346市卫生局（0411）836322417市国土资源和

房屋局（0411）826334088市外事办公室（0411）838812609市

环境保护局（0411）8273829910市财政局（0411

）82816655---717311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0411）8363516112

市审计局（0411）8363861113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0411

）8425521814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0411）8889036915

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0411）8362173316市林业局（0411

）8436158117市农村经济委员会（0411）8368930318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0411）8275053019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0411

）8362980020市水务局（0411）8272290621市城市建设管理局

（0411）8362772722市工商行政管理局（0411）8435851023市

地方税务局（0411）2332030 （0411）8233203124中山区人事

局（0411）8256560925西岗区人事局（0411）83627283部门电

话26沙河口区人事局（0411）8436852627甘井子区人事局

（0411）8666767428旅顺口区人事局（0411）8639526329普兰

店市人事局（0411）8311574030瓦房店市人事局（0411

）8562334631庄河市人事局（0411）8970620232长海县人事局

（0411）89891038二、参公单位部门电话1市广播电视局

（0411）881110192市地震局（0411）836823303市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0411）836967814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0411

）837676865市土地储备中心（0411）83600725报考以下参公

单位的，请咨询各主管局。部门主管局电话6市价格监测中心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0411）836326617市人才服务中心市人

事局（0411）836382348市建筑工程劳动保险费用管理办公室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0411）836096369市建筑安全监督管理

站10市救助管理站市民政局（0411）8431996011市军队离休退



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12市渔政监督管理局市海洋渔业局

（0411）8263468113市渔业船舶检验局14市固体废物管理处市

环境保护局（0411）8273829915辽宁蛇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16市职业卫生监督所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0411

）8372282017市招生工作办公室市教育局（0411）84649451部

门主管局电话18旅顺口区质量技术监督稽查队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0411）8275053019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市劳动和社

会保障局（0411）8363516120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21市就业管

理中心22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23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24市财

政国库收付中心市财政局（0411）82816655---717325市投资审

核中心26市重点项目财务管理办公室27市行政事业性收费基

金稽查大队28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

（0411）8263340829市房屋租赁登记管理中心30市住房保障中

心31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市交通局（0411）8431001632市高速公

路管理处33市道路客运管理处34市出租汽车管理处35市河道

管理处市水务局（0411）8272290636市水路运输管理处市港口

与口岸局（0411）8262580937市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站38市船舶

修造管理处39市港口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9时--11时30分，下午1时5时30分。附3： 党

群、政府（含参公）招录职位信息转贴于：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