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梧州市选聘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组织员简章

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组织路线，为进一

步充实我市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以下简称两新组织)党建

工作力量，不断提高我市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质量，经研究决定，

今年我市继续选聘一批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

一、选聘数量、职位和聘期

(一)选聘数量。今年我市选聘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共

64名。其中，市木级共16名，各县(市、区)共4l名(苍梧

县8名、鉴溪市8名、藤县7名、蒙山县4名、万秀区4名、长

洲区4名、龙吁区6名)，各园区党工委共7名。

(二)选聘职位。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为梧州市委组织

部、市两新组织党工委公开选聘、专职从事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

特设岗位人员，原则上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机构或两新组织党组

织工作，主要职责是协助抓好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三)聘期。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的聘期为3年。

二、基本条件和选聘资格

(一)基本条件

1·理想信念坚定，思想政治素质好，组织纪律观念强。

2·遵纪守法，忠于职守，勤奋工作，作风踏实。

3·工作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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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聘资格

1·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须在

2021年7月31 日前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证书，否则取消聘用

资格。

2.35 周岁以下(1985 年5 月30 日以后出生)。

3·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4·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身体条件。

三、报考程序

(-)报名(5月31曰至6月13 曰) 

采取网络报名方式。符合选聘条件的对象，按照个人意愿报

名，于5月31日至6月13 日将填写好的《2021年梧州市选聘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报名登记表》《2021 年梧州市选聘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报名汇总表》(见附件2、3)发送至邮箱

wz兔sdQ163.com。报名人员必须如实填写，提供真实信息资料，

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p取消共考试资格或聘用资格。

( 二)公布进入能力素质测试人员名单(6 月17 日前) 

报名结束后，市委组织部、市两新组织党工委根据报考人员

填报的信息，按照规定的基本条件和选聘资格进行资格初审，确

定进入能力素质测试的人员名单。资格初审不合格的，不能参加

测试。初审合格进入能力素质测试人员名单以及能力素质测试有

关注意事项于6月17 日前在梧州人才网(https://wz.gxc.com/)、

梧州党建网(https://www.wzdw.gov.cn/)和 "西江党旗红""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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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两新党建"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公布，请考生及时关注。

四、能力素质测试和体检

(一)能力素质测试(6月20曰)

1·测试方式和科目。测试采取闭卷笔试方式，笔试设1个综合

科目，由市委组织部、市两新组织党工委统筹命题。

2·测试时间:2021年6月20日(星期日)上午9:00一11:30。

3·测试地点。梧州市第一中学高中部(广西梧州市万秀区文澜

路lI号)。

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考试当天须现场查验报考人员旷

西健康码"为绿码且现场测量体温正常(@37·3C)的方可参加考

试;持"广西健康码"非绿码的报考人员和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及考前14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的报考人员需提供考前7天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报考人员参加笔试，须携带报名登记表、木

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规定文具。

(二)能力素质测试成绩查询和考察、体检入围人选名单公

布(6月下旬)

市委组织部、市两新组织党工委根据测试成绩总体情况确定

合格分数线，测试成绩和考察、体检入围人选名单(按照选聘人

数1:2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于6月30日前在梧州人才网、

梧州党建网和"西江党旗红""梧州两新党建"微信公众号公布，

报考人员可登录相关网站或关注相关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三)考察与体检 (6月下旬至7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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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察和资格复审。对入围人选重点考察思想政治素质、工

作能力、遵纪守法、奖惩等方面的情况。在考察的同时进行资格

复审。资格复审时，报考人员须提供本人居民身份证、毕业证、

学位证、盖章的《2021年梧州市选聘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

报名登记表》原件及复印件。属应届毕业生报考的，则须提供木

人居民身份证、学生证、就业推荐表、盖章的《2021年梧州市

选聘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报名登记表》原件及复印件，到市

委组织部1010室进行资格复审，时间另行通知。

2·组织体检。资格复审结束后，组织入围人选体检。体检标

准参照《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

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有关内容的通知》(人社部发

@20I6@140号)等规定执行。

五、聘用和培训上岗

(一)确定聘用人选和签订合同(7月下旬)

1·确定聘用人选。根据测试、考察、体检综合情况，按照"好

中选优"的原则确定拟聘用人选，并在梧州人才网、梧州党建网

和"西江党旗纪 "梧州两新党建"微信公众号上公示5个工作

乱 公示无异议后，确定正式聘用人员名单。

2·签订聘用合同。确定正式聘用名单后，由市委组织部、市

两新组织党工委统筹，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岗位，最后由聘用单位

与选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聘用人员由于自身原因未在规定时间

内签订合同或签订合同后1个月内未到岗的，视为自愿放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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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考察、体检不合格或报考人员自愿放弃等出现职位缺额的，

从已考察、体检合格的人员中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原则依次递补。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岗位实行试用期，试用期为3个月，在

聘期第一年内有出缺情况的，从同批次报考的已考察、体检合格

而未录用的人员中，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原则择优补录。

(二)上岗培训(8月上旬)

选聘的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由市委组织部、市两新组

织党工委负责统一组织上岗培训。

六、待遇和保障政策

本次选聘的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在聘用期间享受如下

待遇和保障政策:

L比照当地从高校毕业生中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后工资

收入水平确定工作、生活补贴标准，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

定办理并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

2·聘用在基层岗位的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聘期内每年

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服务期满或服务时间满2年以上且在岗

的，报考梧州市公务员或事业单位I作人员，可享受"大学生村

尸 "特岗教师""三支一扶"和"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等服务

基层项目人员同等优惠政策。

3·被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正式录用(聘用)后，在两新组

织党建工作组织员岗位工作时间计算工龄。

七、管理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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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选聘的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按

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管理暂行办法》(桂

组发@2018@20号)和《梧州市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管理

暂行办法》(梧组通宇@202l@31号)执行。

(一)选聘人员实行合同制管理，由聘用单位与选聘人员签订

聘用合同，并负责日常管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的教育培训

和管理考核由各级党委组织部、两新组织党工委和各有关单位、各

园区组织人事部门分级负责，日常教育管理由所在单位负责。

(二)聘用期间，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的人事档案由各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所属的人才服务机构免费代管，党员组

织关系转至所在工作单位党组织，户口关系原则上不变。

(三)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聘期3年，聘用期满后，如

聘用单位需要且本人愿意，经考核合格可继续聘用，续聘期间的

待遇不变，最多只能续聘五个聘期。不再续聘的，解除聘用合同，

自主就业创业，聘用单位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和实际情况，及时出

具相关鉴定材料。

(四)各用人单位为所聘用的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提供

必要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条件。

(五)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聘用期间原则上在两新组织

党建工作机构或两新组织党组织工作。

本简章由梧州市委组织部、市两新组织党工委负责解释。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选聘工作的未尽事宜，请向梧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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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组织部组织四科咨询，咨询电话:0774-6021212，电子邮箱:

wz速sdQ163.com。通讯地址:广西梧州市长洲区迎宾路19 号联

合办公大楼lo楼lolo室，邮政编码:543003。

附叮午 1·2021年梧州市选聘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职位需求表

2·202l年梧州市选聘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报名登记表

3·202l年梧州市选聘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报名汇总表

"
最伐
睁
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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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印

2021年梧州市选聘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
职位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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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聘单位
需求人数

(名)

苍梧县
相关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机构和两新组织党
组织
8

签溪市
相关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机构和两新组织党
组织
8

藤县
相关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机构和两新组织党
组织
7

蒙山县
相关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机构和两新组织党
组织
4

万秀区
相关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机构和两新组织党
组织
4

长洲区
相关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机构和两新组织党
组织
4

龙吁区
相关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机构和两新组织党
组织
6

市委网信办梧州市互联网行业综合党委1

市文明办梧州市志愿服务组织综合党委1

市直属机关

工委
梧州市直属机关工委1

市教育局梧州市民办教育行业党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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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聘单位
需求人数

(名)

市公安局梧州市保安行业党委1

市民政局梧州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1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梧州市民办职业技能培训行业党总支部1

市交通运输局梧州市交通运输行业党委1

梧州市邮政
管理局
梧州市快递行业党委1

市农业农村局梧州市农牧渔业行业党委1

市商务局
梧州市成品油经营行业协会
梧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梧州市国际商会

1

市文广体旅局梧州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行业党委1

市市场监管局梧州市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专业市场党委1

市林业局梧州市林业林产行业党委(计划成立)1

市科协梧州市科学技术协会1

市文联梧州市文艺家协会行业党委1

梧州高新区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1

梧州循环园区梧州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党工委2

市苍海新区梧州市苍海新区党工委1

市不锈钢园区梧州市不锈钢制品产业园区党工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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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聘单位
需求人数

(名)

市商贸园区梧州市商贸物流园区党工委1

梧州临港经济区
梧州临港经济区党工委
梧州新希望六和饲料有限公司党支部

1

合计64



附件2

2021年梧州市选聘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报名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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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性别选择一项。
出生

日期

单击或点击此处

输入日期。

民族籍贯
健康

状况

政治

面貌
入党时间

单击或点击此处

输入日期。

参加I

作时间

有何

专长
身份证号码

学历

学位

毕业院校系

及专业

工作

单位

工作单位人事部1"@

联系电话

应届毕业生

毕业学校组织

部门联系电话

应届毕业生

毕业学校组织

部门电子邮箱

个人联系

电话

个人电子

邮箱

家庭通讯

地址

现居住

地址

报考意向选择一项。
是否服

从调剂
选择一项。

大学或工作期

间奖惩情况

i. xx 年xx 月因xxx 获得xx 单位xx 奖励·

2. XX 年XX 月因XXX 获得XX 单位XX 处罚。

简历

如i 
2011.0920@4.06XX 中学高中学习:

2014.092018.06XX 大学XX 系XX 专业本科就读;

20@8.07一2020.10XX 单位XX 岗位工作人员，

2020.11一XX单位XX岗位工作人员。

个人承诺

@本人保证所填写的相关内容信息真实。

2.本人将服从岗位分配，签订聘用合同，按照规定的时间及时前往相应用人单位报到，除不可抗力外，

不以任何理由拖延。

3服务期间，本人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有关管理规定·爱岗敬业，尽职尽责。

4服务期间，按时离岗，并做好工作交接·

本人签字@

年月日



附件3

202I年梧州市选聘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组织员报名汇总表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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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民族籍贯
出生

日期

政治

面貌

入党

时间
毕业学校专业

学历

学位
联系电话意向单位

是否服

从安排

单击
或点

击此

处输

入日

期。

单击

或点
击此

处输

入日

期。

选择一项。
选择一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