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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 2023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云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办法》、《昆明市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现将昆明市 2023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招聘范围和对象

（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符合招聘岗位条件的人员，在职在

编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在此次招聘范围内。

（二）定向招聘村（社区）干部的岗位，仅面向招聘单位县

（市）区所属地符合条件的村（社区）干部招聘。

（三）定向招聘基层服务项目人员岗位，仅面向服务期满且

未落实工作单位的“三支一扶”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服务基层项

目人员招聘。

（四）定向招聘退役士兵。

二、 招聘条件

（一） 基本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遵守宪法和法律；

3.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4. 具有招聘岗位所需的学历、学位、专业（以毕业证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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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和技能条件；

5. 具备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6. 年龄为 35 周岁及以下（以报名之日计算，即 1987 年 3

月 28日及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以及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

称的可放宽到 40周岁（1982年 3月 28日及以后出生）；具有高

级职称的可放宽到 50周岁（1972年 3月 28日及以后出生）。

7. 具备拟报考岗位所要求的其他条件，具体详见《昆明市

2023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信息表（市级单位）》（附

件 1）和《昆明市 2023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信息

表（县区单位）》（附件 2）（两个附件以下统一简称《岗位信息

表》）；

8.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报考：

（1）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期限未满或者正在接受纪律审查

的人员，受到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者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

结论的人员；

（2）各级各类公务员招录和事业单位招聘中被认定有舞弊

等严重违反考录及招聘纪律行为的人员;

（3）招聘单位报名时（2023 年 3 月 28 日前）属在职在编

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4）参加各级各类公务员招录及事业单位招聘已进入录

（聘）用手续办理环节的人员；

（5）报名时属现役军人、在读的非应届高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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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

（7）法律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人员。

（二）招聘单位、岗位、职数及具体报名条件

招聘岗位、职数及具体岗位条件详见《岗位信息表》。

专业目录参照教育主管部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

教育（专科）专业目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研究生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参考职业教育、技工院校等专

业目录。

请考生报名前认真阅读公告、《岗位信息表》及《报考指南》

（附件 3），确保自身符合所报岗位条件和公告要求。

三、 报名程序及资格初审

（一）时间安排

1. 报名时间：2023年 3月 28日 9：00至 4月 1日 18：00。

截止时间后不接受任何形式报名。

2. 报名资格初审时间：2023年 3月 28日 9：00至 4月 2日

18：00；

3. 缴费时间：2023年 3月 29日 9：00至 4月 3日 24：00；

4. 准考证打印：2023年 5月 1日 9：00至 5月 7日 10：30；

5. 笔试时间：2023年 5月 7日（星期日）

08：30—10：00职业能力倾向测验

10：00—12：00综合应用能力

（二）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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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招聘考试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不接受现

场、短信、邮件或者来电报名。

报考人员于 2023年 3月 28日 9：00后登录昆明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保障局官网（http://rsj.km.gov.cn），通过相关链接进行

网络报名。

报考人员按以下流程操作：

登陆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保障局官网→在首页点击

“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专栏→进入报名界面按报名系统提示填写

注册信息→上传近期清晰免冠照的电子照片→填写报名信息→

仔细核对报名信息并确认后提交审核→等待审核→审核通过后

网上缴费→缴费成功后即报名成功。（免笔试岗位无需缴费，审

查通过即为报名成功）。

（三）报名资格初审

报名审核采用系统审核和人工审核方式进行。报名后超过

24小时未审核的或报考人员对于把握不准的资格审核方面的问

题（如：取得国（境）外学历的应聘人员，以及毕业证专业未纳

入专业目录、专业目录名称变更等而对专业限制有疑问的，或所

学学科专业不在选定的参考目录中，但与岗位所要求的学科专业

类同的，可主动与招聘单位联系询问确认报名资格，联系方式见

招聘单位《岗位信息表》）。

通过资格审查的，不能再报考其他岗位。2023年 3月 28 日

9:00至 4月 1 日 18:00期间，报考申请未通过资格审查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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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报其他岗位。2023 年 4 月 1 日 18:00 以后，报考申请未通过

资格审查的，不能再改报其他岗位。

（四）网上缴费

报考人员在资格初审通过后，请于 2023年 4月 3日 24：00

前通过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保障局官网“事业单位招聘考

试”专栏登录报名系统完成缴费。相关费用按照云南发改委、云

南省财政厅关于事业单位应聘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收取，笔试

考试费用为 50元/科/人，两科共 100元。因报考人员个人原因缺

考或不符合招聘条件而通过报名缴费的，一律不予退费。

逾期未完成网上缴费的，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人员，可以凭相关证明材料减免考试报名费用，实行先

缴费后退费。办理减免考试报名费用的流程，详见《报考指南》。

（五）招聘岗位计划裁减或取消

开展笔试的岗位（在《岗位信息表》中“开考比例”显示“3”；

“是否免费”显示“否”的岗位），每个岗位招聘计划数与通过

资格审查且缴费成功的报名人数不低于 1：3的比例方能开考；

免笔试的岗位（在《岗位信息表》中“面试比例”显示“3”；“是

否免费”显示“是”的岗位），每个招聘岗位招聘计划数与通过

资格审查报名人数不低于 1：3的比例方能开考。达不到开考比

例的岗位相应递减招聘人数或取消该招聘岗位。递减招聘人数后

仍未达到开考比例的，取消该岗位。高层次人才岗位或紧缺专业

岗位，经批准后，可降低开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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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计划裁减或取消公告于 4月 11日在昆明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网进行公布。

（六）报考岗位调剂

对于报考岗位被取消且已缴费的人员，允许改报符合条件的

其他岗位，村（社区）干部仅可改报服务地所属县（市）区辖区

内其他岗位。此类人员可以在 2023 年 4 月 19 日 9：00 至 18：

00，登录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保障局官网，选择改报其他

单位符合条件的岗位，改报审核通过视为改报成功。

报考岗位被取消且不愿参加调剂的考生，报名费将在清账完

毕后通过原缴费渠道退还。

（七）准考证打印

通过资格初审并缴费成功的报考人员，须于 2023 年 5 月 1

日 9：00至 5月 7日 10：30期间通过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保障局官网“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专栏登录报名系统登陆打印

准考证。

（八）报名要求

1. 每名考生只允许报考一个岗位。

2. 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报名时，应聘人

员按要求如实填报有关信息和材料，报名时所填专业须按照毕业

证上的专业名称填写（含括号内的专业方向）。应聘人员填报信

息不全或错误而导致未通过资格初审的，后果由应聘人员自行承

担；应聘人员填报信息不实的，按弄虚作假处理，取消本次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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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应聘人员弄虚作假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考试资格者，

取消本次考试资格。

通过报名阶段的资格初审仅意味着考生在网上提交的报名

信息符合岗位所设置的形式要件，招聘单位还将对拟进入面试考

生进行资格复审，复审时应提交与网络报名时相一致的岗位所需

材料，同时根据招聘单位的资格复审需要提供相应材料，以资格

复审结果为准。

资格审核贯穿于招聘工作全过程，如在招聘过程中一经发现

有违纪违规、材料不齐、提供虚假信息或不符合条件要求等情况

的，取消考生的招聘资格，考生须积极配合进行相应处理。

3. 报考人员所学专业、毕业时间均以毕业证专业和落款时

间为准。

4. 请报考人员合理安排报名时间，若选择在最后时段报名

的，有可能因报考申请审核不通过导致丧失本次报考机会。

四、招聘程序

（一）笔试

1. 笔试方式

所有笔试岗位均参加云南省统一组织的《职业能力倾向测

验》和《综合应用能力》两个科目考试，采取闭卷的方式进行。

2. 考试科目

本次笔试考试范围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分类考试公共科目

笔试考试大纲》（2022年版）为准。根据不同类别的评价需求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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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试卷的测评内容，主要测查工作岗位所需的基本能力和综合应

用能力。考试类别分为综合管理类（A类）、社会科学专技类（B

类）、自然科学专技类（C类）、中小学教师类（D类，又划分小

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医疗卫生类（E类，又划分中医临床、西

医临床、药剂、护理、医学技术、公共卫生管理），报考人员依

据各招聘单位报考岗位标定的笔试类别（详见《岗位信息表》）

分别进行《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综合应用能力》两个科目考

试。两个科目考试连续进行，中间不间断。《职业能力倾向测验》

满分为 150分；《综合应用能力》满分为 150分，总分 300分。

3. 考试时间、地点

笔试具体时间和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4. 考试注意事项

（1）昆明市 2023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不指定辅导用

书，未委托任何培训机构开展考前培训。

（2）考生须携带准考证、本人身份证原件，按照准考证上

规定的时间、地点及要求参加考试；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参加考试

的，视为自愿放弃考试资格。

5. 笔试成绩公示

笔试成绩折算为百分制，按满分 100分折算后四舍五入保留

两位小数，在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公示 5 个工作

日。

（二）资格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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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格复审人选确定

有笔试要求的岗位，笔试结束后，经公示无异议的，依据笔

试成绩，以岗位排名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按照岗位招聘计划数

与进入资格审核人数 1：3的比例确定复审人员，末位成绩并列

者一并进入资格复审。

不按规定参加资格复审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资格复审不

合格或个人自愿放弃、联系不到本人时，审核单位将根据笔试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没有笔试要求的岗位，报名结束后，由面试实施部门确定资

格复审及面试时间。资格复审合格人员全部进入面试，但招聘岗

位计划数与资格复审合格人数不得低于 1：3方能开考。高层次

人才岗位或紧缺专业岗位，经批准后，可降低开考比例。

2. 资格复审方式

具体方式及复审时间、地点，由各招聘单位通知并实施。

3. 资格复审所需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1份；

（2）岗位所需要的学历、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对

学历、学位证难以确定的，招聘单位可同时要求提供中国高等

教育学生信息网上查询的学籍信息）；

（3）2023年应届毕业生可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4）岗位条件明确的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教师资格证书等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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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余所需材料由资格复审组织实施部门确定。

（三）面试

1. 面试人选确定：根据面试开考比例规则进行人员资格复

审，复审合格人员为进入面试人员。

参加笔试后，因考生资格复审不合格、自愿放弃或特殊情

况递补后出现面试人员数低于招聘单位确定比例的岗位，可正

常进行面试。若面试当天出现等额情形，应聘人员面试成绩不

得低于 75分。高层次人才岗位或紧缺专业岗位，经批准后，可

按 1：1 的比例进行面试，但面试成绩不得低于 70 分。招聘单

位有高于以上分数线要求的，可由单位自行设置分数线。《岗位

信息表》有其他明确分数要求的以《岗位信息表》为准。

2. 面试时间、地点：由面试组织实施部门确定，并以适当

方式通知安排。

3. 面试方式：由面试组织实施部门确定。开展面试前，在

昆明市人力资源社会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另行公告。

（四）考试成绩计算方法、合格分数线的确定

综合成绩（总分 200分）=笔试成绩（折算为百分制并四舍

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面试成绩（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

直接面试岗位人员，面试成绩即为综合成绩。

考试综合成绩在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或同时

在招聘单位、县（市）区有关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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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笔试、面试、综合成绩最低合格分数线要求，由招聘

单位自行确定，详见《岗位计划表》中“备注”一栏。

（五）确定考察体检人员

考试综合成绩经公示无异议的，按照招聘岗位数与拟进入考

察体检人员数 1：1的比例，以综合成绩最高分确定进入考察体

检人员。综合成绩并列的，按笔试成绩排序；笔试成绩并列或免

笔试的，按面试成绩排序；若仍并列，采取加试方式确定。加试

笔试或面试由招聘单位自行确定，并通知考生，同时在招聘单位

网站或以适当方式进行公告，最终以加试成绩高者确定参加体检

和考察人选。对划定分数合格线的岗位，相应成绩须达到合格分

数线方可确定为考察体检人员。《岗位信息表》有其他明确分数

要求的以《岗位信息表》为准。

根据有关规定，退役士兵报考，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的遗属

报考，能胜任岗位职责的残疾人报考，在综合成绩相同的情况下

优先招聘。

（六）考察、体检

考察由各招聘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考察内容主

要包括应聘人员的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业

绩、学习情况以及需要回避的情况等。对考察对象的个人档案按

照档案核查要求进行审核，同时查询违法犯罪等情况，特别是对

新招聘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教职人员进行核查，凡存在性侵害、虐

待、拐卖、暴力伤害、猥亵、吸毒等 违法犯罪记录的，一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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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聘用。考察时一并对考察对象的报考资格条件进行复查。考察

不合格或自行放弃考察的考生，由招聘单位与主管部门从本岗位

已完成全部考试环节的考生中，按照综合成绩由高到低依次递

补。

体检由招聘单位或主管部门组织，体检费用由考生自行承

担。体检安排到县级以上具有体检资质的医院进行。体检标准参

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相关行业规定执行。

拟聘用人员体检不合格或放弃体检的，由招聘单位与主管部门从

本岗位已完成全部考试环节的考生中，按照综合成绩由高到低依

次递补。体检的时间、地点由招聘单位或主管部门采取适当方式

通知。

体检时，体检医生与体检者有回避关系的，应予回避。对于

在体检过程中弄虚作假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考生，按有关规定处

理。

（七）公示

体检及考察合格的拟聘用人员在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7个工作日。

（八）聘用

拟聘用人员公示期满后，无异议或反映有问题但不影响聘用

的，按照有关规定与拟聘用人员办理聘用手续；对反映有影响聘

用问题并查有实据的，不予聘用；对反映的问题一时难以查实的，

暂缓聘用，待查清问题后再决定是否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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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聘用人员在接到通知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到。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报到者，取消其聘用资格。根据有关要求，新招聘

的乡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乡镇的最低服务年限为 5年（含试用

期）；定向招聘的村（社）区干部，5年内不得参加其他招考（聘）

或工作调动；有其他服务年限要求的岗位按实际岗位要求执行。

考生在报名后至聘用之前已被其他单位录用为公务员（或参

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的，不予聘用。

在拟聘公示期间或期满后至办理聘用手续之前，发现拟聘用

人员条件不符或自行放弃的，由招聘单位与主管部门自行确定是

否从本岗位已完成全部考试环节的考生中，按照综合成绩由高到

低依次递补。

五、招聘纪律

（一）考生必须服从国家和省、市招聘相关政策规定，填写

或提交符合规定并与招聘岗位相符的证件，个人资料要做到全

面、真实、准确、有效，不得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对违反

纪律的考生，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

（二）报名后，报考人员应注意及时登录昆明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官网及招聘单位相关网站了解招聘工作进程和有关

事项通知，并保持报名时登记的联系电话畅通。所有事项凡在网

站公告即视为报考人员已经知晓，若因报考人员不及时上网查看

或联系电话不畅通而造成的后果，由报考人员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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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笔试后在后续招聘环节中放弃的报考人员应当由本

人向招聘单位出具本人签字的书面申请。

（四）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实行回避制度，按照《事业单位人

员管理回避规定》执行。凡与聘用单位负责人有夫妻关系、直系

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或者其他亲属关

系的应聘人员，不得应聘该单位负责人的秘书或者组织（人事）、

纪检监察、审计、财务等岗位。聘用单位负责人和招聘工作人员

在招聘过程中，涉及与本人有上述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招

聘公正的，也应当回避。

（五）在招聘过程中及聘用后如发现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招

聘工作主管机构可随时中止或取消其报考资格和聘用资格。

（六）招聘工作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接受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委、监察委、新闻媒体和社会监督。招

聘单位的主管机构、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受理群众

的举报，并按管理权限及时处理。

六、其他事项

（一）根据《云南省高校大学生征兵措施》规定，高校毕业

生士兵退役 1年内，参加事业单位招考时享受应届毕业生待遇。

（二）根据《关于重新核定事业单位应聘人员资格考试收费

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收费标准收取笔试费，面试费用由各主

管部门或县（市）区人社部门根据当地核定的费用确定。

（三）拟聘人员须服从招聘单位或主管部门确因工作需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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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工作调整安排。

（四）未尽事宜按照《云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办

法》《昆明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试行）》等文件及相关

规定执行。

（五）本招聘公告由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

释。《岗位信息表》由各招聘单位和主管部门负责解释，其中面

向村干部招聘的岗位由组织部门负责解释。

七、监督电话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3177252

五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3589319

盘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3983091

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7171226

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8046909

呈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7479700

东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2138554

安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8699750

晋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7801858

富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8811142

嵩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7913814

石林彝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7796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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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7540716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2654181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8905506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党群工作部 0871-64893162

昆明高新区党群工作部 0871-64881616

昆明经开区党群工作部 0871-68163085

云南滇中新区党群工作部 0871-67336518

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7431200

磨憨-磨丁合作区党群工作部（政法委） 0691-68817792

中国共产党昆明市委员会办公室 0871-63163639

中国共产党昆明市委员会组织部 0871-63156197

中共昆明市委政法委员会 0871-63167069

中共昆明市委党校 0871-63806682

中共昆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昆明市监察委员会 0871-6319143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昆明市委员会办公室 0871-68240889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0871-63193454

昆明市人民政府大健康发展管理办公室 0871-67435132

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0871－63181095

昆明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 0871-63179260

昆明市财政局 0871-63526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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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林业和草原局 0871-63164518

共青团昆明市委 0871-63962558

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0871-64637382

昆明市城市管理局 0871-63112980

昆明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0871-63366746

昆明市农业农村局 0871-64149472

昆明市滇池管理局 0871-64618550

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0871-63135910

昆明市民政局 0871-63196156

昆明市商务局 0871-63123289

昆明市交通运输局 0871-64151438

昆明市公安局 0871-63017185

昆明市科学技术局 0871-63133393

昆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0871-67432370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871-63352278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 0871-64100438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 0871-65317462

昆明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0871-63149869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871-63135659

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871-6318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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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园林绿化局 0871-63961613

昆明学院 0871-65098057

昆明市教育体育局 0871-65165786

附件：1. 昆明市2023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信

息表（市级单位）

2. 昆明市2023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信

息表（县区单位）

3. 报考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