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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报考军事体育训练中心！请您认真阅读报考指南！ 

本指南只适用于报考我中心助理教练岗位人员，报考人员按

照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有关部署安排，实行先面试后笔试，参

加我中心面试且合格者方可报名参加全军统一考试。报考我中心

其它岗位人员，不需要参加我中心体育岗位面试，按报考程序直

接在网上报名，通过审核后，即可参加全军统一考试。 

我中心组织的体育岗位面试考点设在北京，在外地不设考

点，不通过任何中介机构招考面试，不组织任何形式的岗前培训。 

报考人员面试期间的食宿和差旅等费用由本人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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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简介………………………………………………………（3） 

2.报考人员须知…………………………………………………（4） 

3.招考岗位报考要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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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初，全军专业体育单位整编组建军事体育训练中心，

隶属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中心机关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射击场路

12 号。中心组建以来，在国内外各项赛事中夺得 928 枚金牌，

成功实现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参赛成绩第一的目标。在参加国

际军体赛事的同时，中心担负全军军事体育训练基础研究、技术

服务、骨干培养、赛事承办及专业体育队伍建设管理，将把更多

精力投入到为军服务上，继续在决胜赛场、服务打赢中作出更多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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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中心体育岗位报名时间为本指南发布之日起至第 7日

截止（即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7 日 17:00 截止）。 

2.报考我中心体育岗位人员必须填写《文职人员报考资格

审查表》（word 版），并连同报名材料（PDF 扫描版:身份证、学

历学位的学信网认证电子版、要求经历的需要出具有所在经历单位公

章的证明或可以体现经历的合同、要求的等级证书、要求专业方向的

需要学校或招生办出具的专业方向证明及其他条件中要求的证明）及

初试材料（材料、简历要求见后）发送到相应电子邮箱，电子邮

件中要注明姓名+报考岗位名称，我们将按岗位条件进行报考

资格初审，初审结果将通过电子邮箱、短信、电话等方式进行

告知，通过初审方可到我中心进行现场资格审核，初审未通过

的不能参加现场资格审核。其中，报考初级专业技术岗位的，

年龄不超过 35周岁（1987年 1 月以后出生）。 

提示：每名报考人员只能选择一个岗位报名，如发现同时

报考两个以上岗位情况视为所报岗位均不合格。 

3.现场资格审核时，需携带报考材料原件及复印件，报考

材料主要包括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工作经

历证明（加盖单位人事部门公章），尚未毕业的应届生应当出

具学生证和所在院校就业指导部门提供的在读证明、学习成绩

单（加盖学校教务部门、就业指导部门公章）及其他岗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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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材料。报名时出示以上材料原件并交复印件。现场资格审

核合格人员方可参加面试，审核结果及面试信息将通过电子邮

箱、短信、电话等方式告知。 

报考人员提供的《文职人员报考资格审查表》和报考材料

如有虚假，一律取消其面试或录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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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招考条件 

本次体育岗位招聘岗位为助理教练，共 20 名。 

（一）助理教练（海军五项） 

1.从事工作：专业教学、技术指导、理论研究、竞赛组织

筹划及协助备战国际军体赛事； 

2.招考数量：2 名； 

3.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 

4.学历及学位要求：全日制本科，学士；  

5.所学专业：本科为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6.考试专业科目：体育学技能型岗位； 

7.其它条件：男性，有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有球类、游

泳、体操或田径方面特长； 

8.初试要求及材料：①提供 10 分钟内游泳教学视频（自

由泳、蛙泳）要有细化分解讲解与示范演示教学（视频大小不

超过 200mb）含 1 份教学教案（PDF 格式）；②提供 10 分钟内

基础体能教学视频，要有细化分解讲解与示范演示教学（视频

大小不超过 200mb）含 1 份教学教案（PDF 格式）；③提供个

人成果，如相关教学论文、课题研究、指导训练比赛获奖经历

等证明材料；④提供个人简历（PDF 格式），如有体能教学从

业经历证明材料（扫描件）也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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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初试材料随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报名邮箱，报名材料

与初试材料分别存放不同文件夹，每项材料标明序号及材料内

容，两个文件夹压缩一个文件发送，邮件标题要注明报名岗位

名称及本人姓名。 

9.报名邮箱：daiiik@sina.com。 

（二）助理教练（水上救生） 

1.从事工作：专业教学、技术指导、理论研究、竞赛组织

筹划及协助备战国际军体赛事； 

2.招考数量：1 名； 

3.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 

4.学历及学位要求：全日制研究生（硕士以上）；  

5.所学专业：体育教学（专业学位），运动训练（专业学

位）； 

6.考试专业科目：体育学技能型岗位； 

7.其它条件：男性，有游泳专业训练经历，熟悉生化指标

监测和游泳水下技术分析； 

8.初试要求及材料：①提供 10-15分钟内游泳教学视频（自

由泳、蛙泳或水上救生教学）要有细化分解讲解与示范演示教

学含 1 份教学教案（PDF 格式）；②提供个人成果，如相关教

学论文、课题研究、获奖经历、科研保障等证明材料；③提供

个人简历（PDF 格式）及其他相关经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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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初试材料随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报名邮箱，报名材料

与初试材料分别存放不同文件夹，每项材料标明序号及材料内

容，两个文件夹压缩一个文件发送，邮件标题要注明报名岗位

名称及本人姓名。 

9.报名邮箱：daiiik@sina.com。 

（三）助理教练（跳伞-男） 

1.从事工作：军队基础体能专业训练教学、技术指导、理

论研究、教材编修、训练活动组织筹划； 

2.招考数量：1 名； 

3.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 

4.学历及学位要求：全日制研究生（硕士以上）；  

5.所学专业：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训练（专业学位）； 

6.考试专业科目：体育学技能型岗位； 

7.其它条件：男性，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和组织协调能

力，有体能训练教学经历； 

8.初试要求及材料：①提供 5 分钟内基础体能教学视频，

要有细化分解讲解与示范演示教学（视频大小不超过 200mb）

含 1 份教学教案（PDF 格式）；②提供个人成果，如相关教学

论文、课题研究、著作、获奖经历等证明材料（PDF 格式）；

③提供个人简历和体能教学从业经历证明材料（PDF 格式）。 

以上初试材料随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报名邮箱，报名材料

与初试材料分别存放不同文件夹，每项材料标明序号及材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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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两个文件夹压缩一个文件发送，邮件标题要注明报名岗位

名称及本人姓名。 

9.报名邮箱：daiiik@sina.com。 

（四）助理教练（跳伞-女） 

1.从事工作：军队基础体能专业训练教学、技术指导、理

论研究、教材编修、训练活动组织筹划； 

2.招考数量：1 名； 

3.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 

4.学历及学位要求：全日制研究生（硕士以上）；  

5.所学专业：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训练（专业学位）； 

6.考试专业科目：体育学技能型岗位； 

7.其它条件：女性，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和组织协调能

力，有体能训练教学经历； 

8.初试要求及材料：①提供 5 分钟内基础体能教学视频，

要有细化分解讲解与示范演示教学（视频大小不超过 200mb）

含 1 份教学教案（PDF 格式）；②提供个人成果，如相关教学

论文、课题研究、著作、获奖经历等证明材料（PDF 格式）；

③提供个人简历和体能教学从业经历证明材料（PDF 格式）。 

以上初试材料随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报名邮箱，报名材料

与初试材料分别存放不同文件夹，每项材料标明序号及材料内

容，两个文件夹压缩一个文件发送，邮件标题要注明报名岗位

名称及本人姓名。 



— 10 —   
 

9.报名邮箱：daiiik@sina.com。 

（五）助理教练（滑雪专项） 

1.从事工作：军队登山滑雪专业教学、技术指导、理论研

究、竞赛组织筹划及协助备战国际军体赛事； 

2.招考数量：1 名； 

3.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 

4.学历及学位要求：全日制大专以上； 

5.所学专业：研究生：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专业学位）； 

本科：体育学类；高职高专：体育类； 

6.考试专业科目：体育学技能型岗位； 

7.其它条件：男性，有地市级以上事业单位滑雪教学工作

经历，有国家级运动健将证书（与岗位要求专业方向或工作经

历相一致）； 

8.初试要求及材料：①提供 5 分钟内滑雪登山(可用滑轮

模拟)教学视频，要有细化分解讲解与示范演示教学（视频大

小不超过 200mb）含 1 份教学教案（PDF 格式）；②提供个人

成果，如相关教学论文、课题研究、著作、获奖经历等证明材

料（PDF 格式）；③提供个人简历和其他经历证明材料（PDF

格式）。 

以上初试材料随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报名邮箱，报名材料

与初试材料分别存放不同文件夹，每项材料标明序号及材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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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两个文件夹压缩一个文件发送，邮件标题要注明报名岗位

名称及本人姓名。 

9.报名邮箱：daiiik@sina.com。 

（六）助理教练（滑雪体能） 

1.从事工作：军队基础体能专业训练教学、技术指导、理

论研究、教材编修、训练活动组织筹划； 

2.招考数量：1 名； 

3.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 

4.学历及学位要求：全日制研究生（硕士以上）； 

5.所学专业：运动训练（专业学位）； 

6.考试专业科目：体育学技能型岗位； 

7.其它条件：男性，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有国家一

级运动员证书； 

8.初试要求及材料：①提供 5 分钟内基础体能教学视频，

要有细化分解讲解与示范演示教学（视频大小不超过 200mb）

含 1 份教学教案（PDF 格式）；②提供个人成果，如相关教学

论文、课题研究、著作、获奖经历等证明材料（PDF 格式）；

③提供个人简历，如有体能教学从业经历证明材料更宜（PDF

格式）。 

以上初试材料随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报名邮箱，报名材料

与初试材料分别存放不同文件夹，每项材料标明序号及材料内



— 12 —   
 

容，两个文件夹压缩一个文件发送，邮件标题要注明报名岗位

名称及本人姓名。 

9.报名邮箱：daiiik@sina.com。 

（七）助理教练（射击） 

1.从事工作：军事射击项目专业教学、技术指导、理论研

究、竞赛组织筹划及协助备战国际军体赛事； 

2.招考数量：1 名； 

3.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 

4.学历及学位要求：研究生（硕士以上）；  

5.所学专业：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专业学位）； 

6.考试专业科目：体育学技能型岗位； 

7.其它条件：有 3 年以上 25 米手枪射击执教经历，有教

练资格证； 

8.初试要求及材料：①提供 5 分钟内 25 米女子运动手枪

或 25 米男子手枪速射教学视频。（视频大小不超过 200mb）含

1 份教学教案（PDF 格式）；②提供个人成果，如相关教学论

文、课题研究、著作、获奖经历或所属队员获奖经历等证明材

料（PDF 格式）；③提供个人简历和射击手枪教学从业经历证

明材料（PDF 格式）。 

以上初试材料随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报名邮箱，报名材料

与初试材料分别存放不同文件夹，每项材料标明序号及材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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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两个文件夹压缩一个文件发送，邮件标题要注明报名岗位

名称及本人姓名。 

9.报名邮箱：daiiik@sina.com。 

（八）助理教练（篮球） 

1.从事工作：篮球项目专业教学、技术指导、理论研究、

竞赛组织筹划及协助备战国际军体赛事； 

2.招考数量：2 名； 

3.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 

4.学历及学位要求：全日制研究生（硕士以上）；  

5.所学专业：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专业学位）； 

6.考试专业科目：体育学技能型岗位； 

7.其它条件：男性，有篮球比赛、训练工作经历，限篮球

专业方向； 

8.初试要求及材料：①提供展示个人篮球专项技术视频（5

分钟内，大小不超过 200mb）：各种行进间运球 2 分钟、中远

距离自投自抢投篮 2 分钟、1 分钟全场快速运球上篮；②提供

针对篮球规则的讲课视频（15 分钟内,大小不超过 300mb）要

有细化分解讲解与示范演示（视频大小不超过 200mb）；③提

供个人参加篮球比赛视频 5 分钟（视频可剪辑。如无参加过任

何比赛，可不提供）；④提供个人简历和经历证明材料（PDF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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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初试材料随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报名邮箱，报名材料

与初试材料分别存放不同文件夹，每项材料标明序号及材料内

容，两个文件夹压缩一个文件发送，邮件标题要注明报名岗位

名称及本人姓名。 

9.报名邮箱：jtzxwzzk@163.com。 

（九）助理教练（足球） 

1.从事工作：足球项目专业教学、技术指导、理论研究、

竞赛组织筹划及协助备战国际军体赛事； 

2.招考数量：1 名； 

3.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 

4.学历及学位要求：全日制研究生（硕士以上）；  

5.所学专业：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专业学位）； 

6.考试专业科目：体育学技能型岗位； 

7.其它条件：男性，有足球训练或教学工作经历，具有国

家一级以上运动员等级证书（与岗位要求专业方向或工作经历

相一致）； 

8.初试要求及材料：①提供展示个人足球专项技术视频（10

分钟内, 视频大小不超过 200mb）:右（左）脚拉挑—左（右）

脚颠球—右（左）脚踢高越过自己头顶—转身—接反弹球—做 3

次变速、变向带球，重复 2次，按足球单招运球过杆射门 2次，

按足球单招传准 6 次，足球技术自选动作 1 次（视频大小不超过

200mb）；②提供针对足球技战术的讲课视频（15分钟内，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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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不超过 300mb）要有细化分解讲解与示范演示教学；③提供

个人参加足球比赛视频 10 分钟（视频可剪辑。如无参加过任何

比赛，可不提供）；④提供个人简历和经历证明材料（PDF 格式）。 

以上初试材料随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报名邮箱，报名材料

与初试材料分别存放不同文件夹，每项材料标明序号及材料内

容，两个文件夹压缩一个文件发送，邮件标题要注明报名岗位

名称及本人姓名。视频要求：所有动作必须全程完整在镜头之

内；提供的每项视频技术动作需完整，画面清晰中间不能出现

剪接；自备足球，按要求在足球场地内完成。提供的每项视频

技术动作需完整，画面清晰中间不能出现剪接。 

9.报名邮箱：jtzxwzzk@163.com。 

（十）助理教练（羽毛球） 

1.从事工作：羽毛球项目专业教学、技术指导、理论研究、

竞赛组织筹划及协助备战国际军体赛事； 

2.招考数量：2 名； 

3.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 

4.学历及学位要求：本科以上（学士以上）；  

5.所学专业：研究生：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专业学位）；

本科：体育学类； 

6.考试专业科目：体育学技能型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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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其它条件：有羽毛球教学科研训练经历，具有国家一级

以上运动员等级证书（与岗位要求专业方向或工作经历相一

致）； 

8.初试要求及材料：①提供针对羽毛球专项体能训练的相

关视频（5 分钟内，视频大小不超过 100mb）；②提供针对羽

毛球基本对抗单打授课视频（包含反手发球、吊球、高球、杀

球、放网动作，15 分钟内）要有细化分解讲解与示范演示教学

（视频大小不超过 200mb）；③提供个人简历和其他经历证明

材料（可提供相关教学论文、课题研究、著作、获奖经历等材

料,均为 PDF 格式）。 

以上初试材料随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报名邮箱，报名材料

与初试材料分别存放不同文件夹，每项材料标明序号及材料内

容，两个文件夹压缩一个文件发送，邮件标题要注明报名岗位

名称及本人姓名。 

9.报名邮箱：jtzxwzzk@163.com。 

（十一）助理教练（乒乓球） 

1.从事工作：乒乓球项目专业教学、技术指导、理论研究、

竞赛组织筹划及协助备战国际军体赛事； 

2.招考数量：2 名； 

3.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 

4.学历及学位要求：本科以上（学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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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学专业：研究生：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专业学位）；

本科：体育学类； 

6.考试专业科目：体育学技能型岗位； 

7.其它条件：有乒乓球教学研究训练经历，具有国家一级

以上运动员等级证书（与岗位要求专业方向或工作经历相一

致）； 

8.初试要求及材料：①提供针对乒乓球专项体能训练的相

关视频（5 分钟内，视频大小不超过 100mb）；②提供针对乒

乓球（1.提供个人正手三分之二台不定点拉球，2.左右不定点

摆速进攻视频）提供的个人教学授课视频要有细化分解讲解与

示范演示教学（10 分钟内，视频大小不超过 200mb）；③提供

个人简历和其他经历证明材料（可提供相关教学论文、课题研

究、著作、获奖经历等材料,均为 PDF 格式）。 

以上初试材料随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报名邮箱，报名材料

与初试材料分别存放不同文件夹，每项材料标明序号及材料内

容，两个文件夹压缩一个文件发送，邮件标题要注明报名岗位

名称及本人姓名。 

9.报名邮箱：jtzxwzzk@163.com。 

（十二）助理教练（格斗） 

1.从事工作：格斗项目专业教学、技术指导、理论研究、

竞赛组织筹划及协助备战国际军体赛事； 

2.招考数量：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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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 

4.学历及学位要求：研究生（硕士以上）；  

5.所学专业：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专业学位）； 

6.考试专业科目：体育学技能型岗位； 

7.其它条件：男性，有格斗项目教学科研训练经历，限格

斗类专业方向； 

8.初试要求及材料：①不少于 1 种由本人示范演示的格斗

术教学视频资料（10 分钟内，视频大小不超过 200mb）；②不

少于 1 课由本人授课的格斗理论课视频资料（15 分钟内，视

频大小不超过 300mb）含 1 份教案（ppt 格式）；③提供个人

简历和其他经历证明材料（可提供相关教学论文、课题研究、

著作、获奖经历等材料,均为 PDF 格式）。 

以上初试材料随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报名邮箱，报名材料

与初试材料分别存放不同文件夹，每项材料标明序号及材料内

容，两个文件夹压缩一个文件发送，邮件标题要注明报名岗位

名称及本人姓名。 

9.报名邮箱：jtzxwzzk@163.com。 

（十三）助理教练（速度轮滑） 

1.从事工作：专业教学、技术指导、理论研究、竞赛组织

筹划及协助备战国际军体赛事； 

2.招考数量：1 名； 

3.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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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历及学位要求：本科以上（学士以上）；  

5.所学专业：研究生：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专业学位）；

本科：体育学类； 

6.考试专业科目：体育学技能型岗位； 

7.其它条件：有速度轮滑教学科研训练经历； 

8.初试要求及材料：①提供针对轮滑专项体能的视频（可

选直道动作滑行模仿或弯道牵引讲解视频 5 分钟内，视频大小

不超过 200mb）；②提供针对轮滑直道滑行的讲课视频（10 分

钟内）要有细化分解讲解与示范演示教学（视频大小不超过

200mb）；③提供个人简历和其他经历证明材料（可提供相关

教学论文、课题研究、著作、获奖经历等材料,均为 PDF 格式）。 

以上初试材料随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报名邮箱，报名材料

与初试材料分别存放不同文件夹，每项材料标明序号及材料内

容，两个文件夹压缩一个文件发送，邮件标题要注明报名岗位

名称及本人姓名。 

9.报名邮箱：jtzxwzzk@163.com。 

（十四）助理教练（体操） 

1.从事工作：体操专业教学、技术指导、理论研究、竞赛

组织筹划及协助备战国际军体赛事； 

2.招考数量：1 名； 

3.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 

4.学历及学位要求：本科以上（学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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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学专业：研究生：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专业学位）；

本科：体育学类； 

6.考试专业科目：体育学技能型岗位； 

7.其它条件：有体操教学科研训练经历； 

8.初试要求及材料：①提供针对器械体操专项体能的视频

（可选单杠引体向上、双杠臂屈伸讲解视频 5 分钟内，视频大

小不超过 200mb）；②提供针对器械体操 3-5 练习选 1 的讲课

视频（10 分钟内）要有细化分解讲解与示范演示教学（视频大

小不超过 200mb）；③提供个人简历和其他经历证明材料（可

提供相关教学论文、课题研究、著作、获奖经历等材料,均为

PDF 格式）。 

以上初试材料随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报名邮箱，报名材料

与初试材料分别存放不同文件夹，每项材料标明序号及材料内

容，两个文件夹压缩一个文件发送，邮件标题要注明报名岗位

名称及本人姓名。 

9.报名邮箱：jtzxwzzk@163.com。 

（十五）助理教练（基础体能-女） 

1.从事工作：体能训练指导、服务指导部队体能训练、理

论研究、教材编修、训练活动组织筹划； 

2.招考数量：1 名； 

3.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 

4.学历及学位要求：全日制研究生（硕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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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学专业：体育教育训练学； 

6.考试专业科目：体育学技能型岗位； 

7.其它条件：女性，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有较强的

文字写作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8.初试要求及材料：①个人基础体能素质展示视频。要求

能够体现个人良好身体素质，视频时长不超过 2 分钟视频大小

不超过 200mb；②无生试讲视频。要求从基础体能中任选一项

身体素质进行教学试讲（不需要学生），教学结构要完整，视

频须完整录制，不可剪辑，视频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视频大

小不大于 400mb；③提供个人简历和其他经历证明材料（可提

供相关教学论文、课题研究、著作、获奖经历等材料,均为 PDF

格式）。 

以上初试材料随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报名邮箱，报名材料

与初试材料分别存放不同文件夹，每项材料标明序号及材料内

容，两个文件夹压缩一个文件发送，邮件标题要注明报名岗位

名称及本人姓名。 

9.报名邮箱：17612847015@163.com。 

（十六）助理教练（基础体能-男） 

1.从事工作：体能训练指导、服务指导部队体能训练、理

论研究、教材编修、训练活动组织筹划； 

2.招考数量：1 名； 

3.来源类别：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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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历及学位要求：全日制本科（学士以上）；  

5.所学专业：研究生：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训练（专业

学位）；本科：运动训练； 

6.考试专业科目：体育学技能型岗位； 

7.其它条件：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有较强的文字写

作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8.初试要求及材料：①个人基础体能素质展示视频。要求

能够体现个人良好身体素质，视频时长不超过 2 分钟视频大小

不超过 200mb；②无生试讲视频。要求从基础体能中任选一项

身体素质进行教学试讲（不需要学生），教学结构要完整，视

频须完整录制，不可剪辑，视频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视频大

小不大于 400mb；③提供个人简历和其他经历证明材料（可提

供相关教学论文、课题研究、著作、获奖经历等材料,均为 PDF

格式）。 

以上初试材料随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报名邮箱，报名材料

与初试材料分别存放不同文件夹，每项材料标明序号及材料内

容，两个文件夹压缩一个文件发送，邮件标题要注明报名岗位

名称及本人姓名。 

9.报名邮箱：17612847015@163.com。 

二、招考程序 

实行先面试后笔试，由我单位组织资格审核和面试，面试成

绩合格者方可取得全军统一考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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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试。鉴于北京市防疫政策，初试采取远程视频方式进行。

考生通过网上发送电子邮件将初试视频与报名材料一并发送到

报考岗位指定邮箱供给考评组审阅，初试面试时考评组与考生远

程连线对考生提供的初试材料进行针对问答及随机提问，成绩合

格者方可具备复试资格。我单位将在初试结束 2-5日，通过短信、

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告知面试初试结果。 

2.复试。采取现场考核方式（具体视北京市疫情防控政策调

整考核方式为远程，复试前通知），视情采用实践操作及情景模

拟等方式对报考人员进行考察，具体考察内容以用人单位通知为

准。考生按照用人单位有关复试的要求，在规定时限内，携带报

名时提供的资格审核资料原件、复印件以及考试所需器材等到我

单位进行现场资格复审和复试，复试合格者方可具备参加全军统

一考试资格。复试考评组按照不低于招考岗位计划中明确的入围

比例确定面试合格者，并当场告知考生。 

3.全军统一考试。面试合格的考生根据用人单位发送的缴费

通知书及报考码，在军队人才网（http://www.81rc.mil.cn）进

行全军统一考试（笔试）的报名、缴费，并自行打印准考证，凭

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在指定地点按时参加考试。 

4.确定预选对象。按照计划招考人数 1:1.2的比例，根据报

考人员总成绩由高到低确定预选对象。 

5.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和综合考察。用人单位组织对预选对

象进行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和综合考察。 

mailto:发送到XXX@163.com
mailto:发送到XX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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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确定拟录用对象。对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和综合考察合格

的预选对象，按照总成绩排名确定拟录用对象名单。 

三、通联方式 

1.联 系 人：崔干事 曹干事 

联系电话：010-66852073/66852077 

工作时间：8:30-11:30,14:30-17:00 

传    真：010-66852100 

2.通信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射击场路 12号 

邮    编：100072 

3.乘车路线：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均可

乘地铁到 1号线八宝山地铁站，乘 951路公交车到八一射击场站

下车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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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片 

籍  贯  民  族  学历学位  

现工作
（学习）
单位 

 婚姻状况  

户  籍 
所在地   入党（团） 

时    间  现专业技术
职务及时间  

学习 
经历 

起止时间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学位 

    

    

    

工作 
简历  

家庭主
要成员
及重要
社会关
系 

称谓 姓  名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及职务 

    

    

    

    

个人主
要成果  

联系方式 手机：XXXXXXXX、XXXXXXX；座机：XXXX-XXXXXXX；电子邮箱：XXXXXX@XXXXXX 

备  注 
请将此表填写完整并附相片,后附身份证扫描版、学历学位的学信网认证电子版、要求经历的需要

出具有所在经历单位公章的证明或可以体现经历的合同、要求的等级证书、要求专业方向的需要学校或
招生办出具的专业方向证明及其他条件中要求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