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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务员法和公务员录用有关规定，现就2020年度国

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补充录用公务员面试等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面试分数线及进入面试人员名单 

面试分数线及进入面试人员名单见附件1。 

二、面试确认 

请进入面试的考生于2020年8月10日18时前，发送电子

邮件确认参加面试。要求如下： 

（一）发送电子邮件至 gsswms@vip.163.com。 

（二）电子邮件标题统一为“XXX 确认参加 XXX（单位）

XX 职位面试”，内容样式见附件2。如网上报名时填报的通讯

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发生变化，请在电子邮件中注明。 

放弃面试的考生请填写《放弃面试资格声明》（见附件

3），经本人签名，于2020年8月10日18时前发送扫描件至

gsswms@vip.163.com。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放弃声明，又因

个人原因不参加面试的，视情节轻重记入诚信档案。 

三、提交材料 

参加面试的考生，请于2020年8月12日10:00至18:00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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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将相关材料发送电子邮件至 gsswms@vip.163.com。邮件

标题和正文均为“报考单位+职位代码+考生姓名提交材料”

（例：XX 县税务局3001101234567张三提交材料）。邮件附件

为包含以下两类材料的压缩文件：一是资格复审材料；二是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组织开展面试工作所需的其他相

关材料。请将所有材料通过扫描或手机拍照等方式，制成图

片文件，图片须端正、清晰、大小适中，建议每个图片文件

控制在1MB 左右，所有图片打包压缩为一个 RAR 或 ZIP 文件。 

（一）资格复审材料。包括： 

1.本人身份证、学生证或工作证。 

2.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 

3.考试报名登记表（贴好照片，如实、详细填写个人学

习、工作经历，时间必须连续，并注明各学习阶段是否在职

学习，取得何种学历和学位）。 

4.本（专）科、研究生各阶段学历、学位证书，以及报

考职位要求的各类等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材料。 

5.其他材料： 

应届毕业生提供所在学校盖章的报名推荐表（须注明培

养方式）和所在学校出具的《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 

社会在职人员提供所在单位盖章的报名推荐表。 

留学回国人员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

历学位认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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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相关材料。包括： 

1.考生所在地及途经地统计表，样式见附件4。 

2.考生健康状况统计表，样式见附件5。 

考生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材料不全或主要信

息不实，影响资格审查结果的，将取消面试资格。其他相关

材料如有虚假，造成疫情防控不良后果的，将承担相关责任。 

四、面试安排 

面试将采取现场面试方式进行。 

（一）面试时间 

面试时间为2020年8月16日。面试于上午9：00开始，请

考生在上午8：30之前，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公共科目笔试准

考证，进入候考室封闭管理。不按规定时间进入候考室的考

生，取消考试资格。 

（二）面试报到地点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左家湾校区）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大砂坪左家湾169号（甘肃警察职

业学院老校区） 

乘车路线：市内乘22路、61路、74路公交车于甘肃警察

学院车站下车。 

（三）面试成绩发布 

面试结束后，招录机关通过网络填报考生面试成绩。考

生可在两天后登录“国家公务员局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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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查询本人面试成绩。 

五、体检和考察 

（一）综合成绩计算方式 

综合成绩=（笔试总成绩÷2）×50%+面试成绩×50% 

（二）体检和考察人选的确定 

参加面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达到3:1的，面试后按

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1:1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比例低

于3:1的，考生面试成绩应达到60分方可进入体检和考察。 

考生综合成绩相同的，按照公共科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

的顺序确定参加体检及考察人选；公共科目笔试成绩仍然相

同的，按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参加

体检及考察人选。 

（三）体检 

体检时间为2020年8月18日（星期二），请于当天上午7：

00在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院内（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金昌南路353号）集合，届时统一前往，请考生合理安排好

行程，注意安全。体检费用由本单位承担。 

（四）考察 

采取个别谈话、实地走访、严格审核人事档案、查询社

会信用记录、同本人面谈等方法进行。 

六、疫情防控 

为贯彻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确保每一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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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安全健康，根据我省疫情防控主管部门意见和建议，现就

疫情防控相关事宜提示并通知如下： 

（一）参加面试的考生到考点报到时须提供甘肃省健康

出行码信息。考生须于2020年8月7日前通过以下任意一种方

式申领“甘肃省健康出行码”，并确认健康码是否为绿色（符

合疫情期间通行条件），同时请考生自看到本面试公告起每

天跟踪自己的相关防疫绿码；如健康码非绿色，务必及时与

招录机关人事部门联系。联系方式：电话（0931-8733409、

8871907）或电子邮件（gsswms@vip.163.com） 

方法1：微信搜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众号，

关注后点击“出行码”—“健康码申请”，按提示如实填写

个人信息后进行申领。 

方法2：微信搜索“健康新甘肃”小程序，点击“健康

码申请”，按提示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后进行申领。 

方法3：下载“健康甘肃”手机 APP，注册登录后，点击

“首页”—“健康出行码”，按提示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后进

行申领。 

（二）来自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面试前14天内有国

（境）外旅居史以及与新冠病毒肺炎确诊或疑似病例有密切

接触史的考生，请提供面试前7天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 

（三）考生到达面试考点后，应全程服从管理，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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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口罩、洗手消毒和戴一次性手套（口罩由考生自备，消

毒液和一次性手套由考点统一提供）。 

（四）考生须按要求主动测量体温。凡经现场卫生防疫

专业人员确认有可疑症状或者异常情况的考生，不再参加当

日面试，另行安排。 

联系方式： 0931-8733409、8871907（电话） 

           0931-8914325（传真） 

欢迎各位考生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 

 

附件： 

1.面试分数线及进入面试人员名单 

2.面试确认内容（样式） 

3.放弃面试资格声明（样式） 

4.考生所在地及途经地统计表（样式） 

5.考生健康状况统计表（样式）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 

202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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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同职位考生按准考证号排序） 

 

职位名称及代码 面试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面试时间 备注 

国家税务总局甘谷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一）

（300110013002） 

121.4 

曹国盛 118214013401321 

8月16日 

  

刘涛 130221150902230   

吴文辉 130233320401907   

姚金鹏 130235101500313   

李志鹏 130244011903814   

令彦强 130265010203923   

国家税务总局甘谷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二）

（300110013003） 

125.4 

刘燕 130237013701727 

8月16日 

  

巩冰艳 130243013709027   

罗小燕 130250011002018   

黄瑞江 130253010513102   

李玲玲 130262010302005   

武羿尧 164223010212107   

国家税务总局武山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一）

（300110014002） 

117 

郝明璇 130262010308405 

8月16日 

  

张金明 130265010401820   

王仓 153222010802616   

国家税务总局武山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二）

（300110014003） 

122.7 

靳嫦娟 130262010114905 

8月16日 

  

何金凤 130262010201910   

马晓霞 1302620109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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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面试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面试时间 备注 

国家税务总局张家川

回族自治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016002） 

118.1 

窦利军 130212012000621 

8月16日 

  

王祉豪 130214010901530   

裴少杰 130237020801027   

刘杰 130250011905906   

安俊承 130262010114225   

庄富学 130262010412526   

国家税务总局张家川

回族自治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016003） 

125.3 

杨玲 130211056101522 

8月16日 

  

张蕊 130212012000216   

吴天钰 130233020209621   

吕相宜 130262010305027   

马兰 130262010404727   

翟平同 130262010416305   

国家税务总局金塔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一）

（300110019004） 

120.3 

王关乔 130232011301725 

8月16日 

  

邓鹏虎 130237013001723   

刘奔 130253011200119   

曹海鹏 130262010115820   

丁志伟 130262010600304   

李伟轩 135262010109305   

国家税务总局金塔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二）

（300110019005） 

125.1 

郭倩 130236070600910 

8月16日 

  

朱玉欣 130253016801904   

王蓉 130262010800222   

周璐昕 130262010901728   

张金燕 135262010308713   

何越 15326201040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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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面试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面试时间 备注 

国家税务总局阿克塞

哈萨克族自治县税务

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22002） 

108.5 

苏辉 130212013601515 

8月16日 

  

王豪 130214011602311   

毛东亮 130262010403210   

邵小玮 130262010411130   

国家税务总局阿克塞

哈萨克族自治县税务

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22003） 

117.6 

李翔 130236073403820 

8月16日 

  

卫薇 130262010107709   

王维妙 130262010400212   

王佳 130262010407428   

王彦丽 164235100400510   

杨新虹 164262010107128   

国家税务总局临泽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300110026003） 

122.8 

武延之 130233320300718 

8月16日 

  

陈瑞 130246010201415   

王渝菲 130262010113114   

国家税务总局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028003） 

112 

张喜 129253017504020 

8月16日 

  

张忠宽 130211120601026   

刘昱彬 130213010501725   

金占东 130262010108103   

李天越 130262010301416   

魏文韬 130262010309530   

国家税务总局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028004） 

124.9 

陶圆圆 127262010902612 

8月16日 

  

杨洁 130212013701320   

陈娟 130242012513713   

王瑜 130243015303807   

丁敏敏 130262010113627   

马玉玲 13026201020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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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面试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面试时间 备注 

国家税务总局金昌经

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029002） 

114.5 

常雪晶 130215010703226 

8月16日 

  

刘谨瑶 130223010607530   

许涛 130235101700304   

董小常 130236073402819   

魏楠 130241011105028   

国家税务总局金昌市

金川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一）

（300110030002） 

117.8 

王庚阳 130212013400808 

8月16日 

  

龙洪 130236074007417   

韦文书 130252281900811   

李聪 130262010415120   

马维超 130264012000111   

王锋 170235101602815   

国家税务总局金昌市

金川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二）

（300110030003） 

122.8 

刘晓璇 130212013401921 

8月16日 

  

刘小冬 130231012401812   

宋晓慧 130236072602725   

陈丽芳 130251000801021   

张晓巧 130262010111628   

马艺玮 130262010404212   

国家税务总局古浪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一）

（300110033003） 

123.5 

袁泽年 130212012701712 

8月16日 

  

张燕蒙 130214010800501   

余帅 130223010602207   

杨帆 130250011904225   

陈红升 130253017500730   

梁强 1302620102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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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面试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面试时间 备注 

国家税务总局古浪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二）

（300110033004） 

125.1 

吕玫霞 130211070400101 

8月16日 

  

王琳 130214013401208   

杨洁 130243010103208   

杨琦 130250011402214   

刘倩 130262010301114   

王文静 130262010304609   

国家税务总局民勤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一）

（300110034003） 

115.8 

高大川 130214012500715 

8月16日 

  

王暘 130232020500230   

朱易明 130235020305016   

张浩基 130262010114708   

史浩男 130262010403314   

董帅帅 130262010411416   

国家税务总局民勤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二）

（300110034004） 

123.2 

杨晶 130232011306020 

8月16日 

  

王娜 130233060109505   

王珊 130253016305406   

张旭存 130262010200802   

刘红豆 130262010600303   

魏润婧 130262010602827   

国家税务总局天祝藏

族自治县税务局一级

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035003） 

108.4 

王耀龙 130237012101517 

8月16日 

  

王鑫 135262010404015   

杨丽加 135262010408215   

国家税务总局天祝藏

族自治县税务局一级

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035004） 

120.1 

王明红 130212013200622 

8月16日 

  

唐欢 130253016203001   

金成丽 13026201090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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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面试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面试时间 备注 

国家税务总局白银市

平川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一）

（300110037003） 

125 

王玉辉 130222011700708 

8月16日 

  

高存存 130261010312803   

王鹏举 130262010901213   

国家税务总局白银市

平川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二）

（300110037004） 

129 

马婧婧 130212013100618 

8月16日 

  

王维霞 130244011012328   

黄博雯 130262010112226   

国家税务总局靖远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一）

（300110038003） 

121.2 

李宏宇 130211071601728 

8月16日 

  

赵元玺 130212012100211   

段凯 130232010903129   

杨申 130250011400320   

贺腾 130261010405922   

余晓明 130263630827216   

国家税务总局靖远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二）

（300110038004） 

121.5 

张楠 130236073202827 

8月16日 

  

刘菊蓉 130244011205512   

王文君 130253013410820   

杨楠 130262010411511   

闫欢欢 130262010901201   

刘芸 130262010902527   

国家税务总局陇西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一）

（300110044003） 

121.1 

王立巢 130262010111822 

8月16日 

  

李良昌 130262010202420   

马驰 130262010302811   

国家税务总局陇西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二）

（300110044004） 

128.1 

李雯玥 130262010107203 

8月16日 

  

马奔 130262010409308   

郑静霞 13026201041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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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面试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面试时间 备注 

国家税务总局渭源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一）

（300110045003） 

121.3 

朱亚龙 109223010213401 

8月16日 

  

王海南 130223010808826   

苏杭 130261010412720   

柴旺旺 130262010107411   

孙树人 130262010309312   

石攀禄 130262010601325   

国家税务总局渭源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二）

（300110045004） 

117.5 

朱毅林 127236073411601 

8月16日 

  

彭妙 130236072604706   

王颀 130253018101901   

乔利瑞 130262010401629   

史苏婷 130262010418017   

朱运丽 130265011300506   

国家税务总局庄浪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一）

（300110055002） 

113.8 

梁锋 130221152703018 

8月16日 

  

田琦申 130242010607015   

何晓飞 130262010108601   

刘瑶 130262010113123   

梁虎斌 130262010305530   

吴子尧 130262010400126   

国家税务总局庄浪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二）

（300110055003） 

123.6 

杨娅玲 127262010203521 

8月16日 

  

陈星星 130211050503430   

王银超 130211056102014   

杨香菊 130262010205526   

杨银霞 130262010410513   

万怡 130262010415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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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面试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面试时间 备注 

国家税务总局平凉工

业园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一）

（300110057002） 

126.1 

李辉 130212013201711 

8月16日 

  

兰康 130250011101623   

刘奇为 130251000907316   

郭小强 130262010300429   

于海 130262010601512   

张明杰 135214010801824   

国家税务总局平凉工

业园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二）

（300110057003） 

120.4 

马婕 127233320306918 

8月16日 

  

王亚荣 129235020505913   

张慧 130242011401914   

魏小霞 130250012002328   

赵艺 130251001801812   

王倩 130262010406228   

国家税务总局镇原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一）

（300110061005） 

123.8 

杨生亮 109262010104501 

8月16日 

  

张帅 130212012601918   

郑发 130235021201914   

席珂成 130250011400911   

鱼泊洋 130262010200529   

王超祥 130262010404701   

国家税务总局镇原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二）

（300110061006） 

125.1 

张粉粉 130212012601127 

8月16日 

  

杨亚男 130212013102924   

杨佩鸢 130232100302315   

樊月梅 130237011801621   

徐雅雯 130262010411908   

马艳莉 1302620109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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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面试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面试时间 备注 

国家税务总局合水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一）

（300110062003） 

109.8 

高玮 129244110500913 

8月16日 

  

刘家骅 129262010114022   

王昭旭 130232011008402   

尚广义 130237090204127   

雷昊 130262010404929   

岳亮 130262010406910   

国家税务总局合水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二）

（300110062004） 

126.2 

曹虹 129212012600221 

8月16日 

  

李园园 130211112101419   

何丽红 130232011300809   

穆静 130251001800115   

王娅娅 130262010110821   

李倩倩 130262010402827   

国家税务总局成县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67002） 

117.8 

李飞飞 130236073410710 

8月16日 

  

段堂帅 130253016301817   

王梓合 130262010408621   

陈康 130262010413108   

王建翔 130262010417220   

徐璠 130262010901605   

国家税务总局成县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67003） 

129.2 

李妞妞 127262010307702 

8月16日 

  

赵斐祎 130222012802510   

梁艺 130261010407908   

陈雅莉 130261010509723   

叶若男 130262010801401   

陈坤 1532460103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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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面试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面试时间 备注 

国家税务总局康乐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一）

（300110079002） 

122.5 

申景超 130214012901522 

8月16日 

  

杨孺墨 130232100200130   

马文涛 130262010302913   

罗文军 130262010404025   

虞盼 130263630207408   

马文煜 135262010404611   

国家税务总局康乐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二）

（300110079003） 

122.2 

张胜桃 130237012801223 

8月16日 

  

周维娟 130262010108728   

苏牡 130262010113313   

袁莹 130262010310007   

施玉环 130262010410527   

鲁珍珍 135262010403805   

国家税务总局卓尼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300110085005） 

137.8 

刘强 130232020401730 

8月16日 

  

张鑫鑫 130237012100321   

李亚文 130241011004320   

姚卓伶 130250011303914   

张永明 130253011204619   

陈曦 130253015902911   

国家税务总局迭部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300110086003） 

134.5 

汤婷婷 109253010104503 

8月16日 

  

郑开元 118233310110324   

钟蓉 130236072603402   

张巧 130243012104509   

刘亚楠 130261010320108   

魏静 135262010109924   

国家税务总局张掖经

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091001） 

127.5 

杨娜 130262010115113 

8月16日 

  

陈旸 130263630621322   

李明珍 13026363082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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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税务总局       （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 

本人       ，身份证号：                  ，公共

科目笔试总成绩：       ，报考       职位（职位代

码       ），已进入该职位面试名单。我能够按照规定的

时间和要求参加面试。 

 

 

姓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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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家税务总局       （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 

本人       ，身份证号：                    ，报

考                职位（职位代码           ），已进

入该职位面试名单。现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加面试，特

此声明。 

联系电话： 

 

姓名（考生本人手写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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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考生所在地及途经地统计表 

序 

号 
日期 

考生所在地或途经地 
备注 

省 市 县 

1 7月 30日     

2 7月 31日     

3 8 月 1 日     

4 8 月 2 日     

5 8 月 3 日     

6 8 月 4 日     

7 8 月 5 日     

8 8 月 6 日     

9 8 月 7 日     

10 8 月 8 日     

11 8 月 9 日     

12 8月 10日     

13 8月 11日     

14 8月 12日     

说明：考生应如实填表。途经地是指，考生经过该县

（旗、市）时，曾经离开交通工具进行逗留，未离开交通

工具的不统计。1 日内途经多地的，均需统计，内容填写

不下的，可调整表格或加附页。考生有境外经历的，请在

备注栏具体注明。 

 
姓名（考生本人手写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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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考生健康状况统计表 

序 

号 
日期 

发烧 

[超过 

37.3 

度] 

咳嗽/ 

腹泻/ 

咽痛/ 

呕吐/ 

备注 

1 7月 30日    

2 7月 31日    

3 8 月 1 日    

4 8 月 2 日    

5 8 月 3 日    

6 8 月 4 日    

7 8 月 5 日    

8 8 月 6 日    

9 8 月 7 日    

10 8 月 8 日    

11 8 月 9 日    

12 8月 10日    

13 8月 11日    

14 8月 12日    

说明：考生应如实填表。请在症状对应栏填写“无”

或“有”，填“有”的，请在备注栏内简要注明相关情况

和医院诊断意见（如就诊的话）。 

 

姓名（考生本人手写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