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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福建省气象局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公告 

 

根据《2022年福建省气象局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方

案》要求，现将面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入面试人员名单 

各位考生可自行在福建考试报名网查询本人笔试成绩。 

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按岗位拟招聘人数与进入面试人

数 1：3 的比例确定面试人选（比例不足按实有人数确定）。进

入面试考生的综合成绩按笔试成绩占 50%、面试成绩占 50%的比

例折合计算。 

报考者因故自行放弃面试或资格复审不通过产生的空额，

在报考该岗位的报考者中，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面试人员。 

 

进入面试人员名单如下： 

单位 

代码 
单位名称 专业 

招收 

人数 
准考证 排名 

001 福建省气象台 大气科学、气象学、应用气象学 1 001011110205 1 

002 
福建省气象局机关

服务中心 
会计、会计学、财务会计 

1 

002011110119 1 

002 
福建省气象局机关

服务中心 
会计、会计学、财务会计 002011110122 2 

002 
福建省气象局机关

服务中心 
会计、会计学、财务会计 002011110136 3 

003 
漳州市气象信息网

络与装备保障中心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与信息

安全、通信与信息系统、电子与通信

工程、通信系统与信息安全 

1 0030111101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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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漳州市气象信息网

络与装备保障中心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与信息

安全、通信与信息系统、电子与通信

工程、通信系统与信息安全 

003011110140 2 

003 
漳州市气象信息网

络与装备保障中心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与信息

安全、通信与信息系统、电子与通信

工程、通信系统与信息安全 

003011110215 3 

004 
漳州市华安县气象

台 
大气科学、气象学、应用气象学 1 004011110113 1 

006 
三明市气象灾害防

御技术中心 

农业生态与气候变化、物理海洋学、

自然灾害学 
1 006011110110 1 

007 
三明市气象信息网

络与装备保障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电子

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网络工程 

1 

007012100204 1 

007 
三明市气象信息网

络与装备保障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电子

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网络工程 

007012100125 2 

007 
三明市气象信息网

络与装备保障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电子

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网络工程 

007012100227 3 

007 
三明市气象信息网

络与装备保障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电子

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网络工程 

007012100224 3 

010 
南平市顺昌县气象

台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海洋科学、生

态学、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遥

感科学与技术 

1 

010011110151 1 

010 
南平市顺昌县气象

台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海洋科学、生

态学、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遥

感科学与技术 

010011110127 2 

010 
南平市顺昌县气象

台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海洋科学、生

态学、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遥

感科学与技术 

010011110234 2 

011 
南平市松溪县气象

台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海洋科学、生

态学、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遥

感科学与技术 

1 

011011110134 1 

011 
南平市松溪县气象

台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海洋科学、生

态学、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遥

感科学与技术 

011011110112 2 

011 
南平市松溪县气象

台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海洋科学、生

态学、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遥

感科学与技术 

011011110155 3 

 

二、资格复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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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入面试的考生，于 6 月 8 日 12:00 前将资格复审材料

以附件形式发送至福建省气象局人事处的电子邮箱

（fjqxj10@163.com），邮件的主题名和附件的文件名请务必统

一编写为“报考单位-姓名-学历-专业-届别”，如：“南平市顺

昌县气象台-王琳-本科-环境工程-2022”，不接受其它格式的报

名材料，逾期视为放弃面试资格。 

2020、2021届未派遣就业且原毕业学校可按应届毕业生进

行派遣的毕业生，提供以下资格复审材料（所有扫描件均以图

片形式添加在一个 word文件里，总大小不超过 3M）： 

（1）准考证扫描件；（2）身份证扫描件；（3）毕业证书扫

描件,学位证书扫描件,取得境外学历学位报考者应提交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书扫描件。 

2022 届毕业生提供以下资格复审材料（所有扫描件均以

图片形式添加在一个 word文件里，总大小不超过 2M）： 

（1）准考证扫描件；（2）身份证扫描件；（3）《就业推荐

表》扫描件。 

 

三、面试日期、地点及要求 

1.面试报到时间：6 月 16日（星期四）上午 9:00前，届

时将进行考生面试顺序抽签。截止当天上午 9:00 仍没有报到

的考生，取消其面试资格。 

2.面试报到地点：福建省气象防灾大楼七楼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建新中路 1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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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到所需材料：（1）准考证原件；（2）身份证原件；（3）

福建健康码；（4）动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5）考前 48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6）《健康申明卡及安全考试承诺书》

（见附件）。 

4.考生应对个人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不符合报考资

格条件（如专业要求、应届毕业生要求等）或者有关材料的主

要信息不实的，取消其聘用资格；取得境外学历学位证书报名

者应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取得境

外学历学位报考者届别认定时间以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

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年份为准。 

5.面试考生不得携带通讯设备、资料等物品进入候考地点

和考场，已携带的交由工作人员统一保管。 

四、体检和考核人选产生的原则和办法 

根据综合成绩高低，按岗位拟招聘人数1:1的比例确定考

核、体检人选（考生面试成绩应达到面试成绩合格线70分，方

可进入体检、考核程序）；体检标准及项目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

标准执行。 

若综合成绩并列的，则以面试成绩分高者为拟聘人选。若

面试成绩仍并列的，则加试一场面试，综合成绩排名以加试成

绩为准。 

未按时体检的，视为自动放弃。体检、考核不合格或自动

放弃的，使拟招聘岗位空缺的，在报考同一岗位的进入面试人

员中，按综合成绩排名顺序依次递补。 

体检集合时间：6月17日（星期五）上午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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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集合地点：福建省气象防灾大楼大厅 

进入体检名单及体检相关通知将于面试当日公布于福建省

气象局网站（http://fj.cma.gov.cn/），请及时关注，不再另

行通知个人。 

五、疫情防控告知 

1.做好防疫准备。进入面试考生应自备口罩，除身份确认、

面试答题环节需摘除口罩以外，应全程佩戴，做好个人防护。 

考生入场时，所持的“福建健康码”须为绿码，核酸检测

阴性报告须为考前 48 小时内（即 6 月 14 日 9:00 以后）。考前

14 天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入场时如实进行健康申报，申报内容

包括：考前 21 日内是否从境外返回，考前 14 日内是否有国内

疫情高中风险区域及所在县（市、区）旅居史、是否有与入境

人员（不含已解除健康管理）接触史、是否与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或疑似病例或已发现无症状感染者有接触史、是否出现发热

或疑似症状及共同居住家庭成员中有以上情况。 

未提供考前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单（或结果）的，

或“福建健康码”不是绿码的，或当前处在集中、居家医学观

察及居家健康监测的考生，或经现场测量体温异常（≥37.3℃）

的考生，均不能入场考试。 

动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带“*”等异常的，应服从考试

工作人员安排。 

考试疫情防控措施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适时调整。 

2. 递交《健康申明卡及安全考试承诺书》。请考生认真阅

读和签署《2022年福建省气象局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考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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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申明卡及安全考试承诺书》（请详见附件），于面试报到当天

递交。承诺已知悉告知事项、证明义务和防疫要求，自愿承担

因不实承诺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凡隐瞒或谎报

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不配合工作

人员进行防疫检测、询问、排查、送诊等造成严重后果的，取

消其相应资格，如有违法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联系电话：0591-87113062。 

 

附件： 2022 年福建省气象局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考生

健康申明卡及安全考试承诺书 

 

 

 

        福建省气象局人事处 

2022 年 6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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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福建省气象局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 

考生健康申明卡及安全考试承诺书 

1.本人考前 14日内，是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

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本人是否属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尚在隔离

观察期及居家自我健康监测对象。 
是□ 否□ 

3.本人考前 14日内，是否在居住地有被隔离或曾被隔离且未做核酸检测。 是□ 否□ 

4.本人考前 14日内，是否到访过省内外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5.本人考前 21日内，是否从境外（含港澳台）入闽。 是□ 否□ 

6.本人考前 14日内，是否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已发现无症

状感染者有接触史。 
是□ 否□ 

7.本人考前 14日内，是否与来自中、高风险地区或境外（含港澳台）人

员有接触史。 
是□ 否□ 

8.本人考前 14日内，本人的工作（实习）岗位是否属于医疗机构医务人

员、公共场所服务人员、口岸检疫排查人员、公共交通驾驶员、铁路航空

乘务人员、进口冷链生产加工人员。 

是□ 否□ 

9.本人“福建健康码”是否非绿码。 是□ 否□ 

10.共同居住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1至 8的情况。 是□ 否□ 

本人本次考试前 48 小时内（即 6 月 14 日 9:00 以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 阴性 □  阳性□ 

报考单位：                          考号：                

承诺人签字：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本人承诺：我将如实逐项填报健康申明卡，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引起检疫传染

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而影响公共安全的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自愿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传染病防治法》和《关于

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处罚

和制裁。 

 

日期：   年  月  日(考试当天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