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3日，记者从省委组织部获悉，
四川省 2021 年上半年公务员考录报名
将于2月24日正式启动，考生可登录四
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人事
考试”专栏，进行网络报名。

此次考录共有 3 个招考项目，计划
招录 7145 人。其中，省市县乡“四级联
考”涉及 12 个省级机关(单位)、21 个市
(州)，计划招录 5300 人；面向优秀村(社
区)干部、优秀工人农民、服务基层项目
人员、事业编制人员、退役士兵“定向招
考”，计划招录785人；2021年度选调优
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计划招录
1060人。

据省委组织部相关处室负责人介
绍，此次招录规模大、范围广，与以往相
比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加大基层公务
员招录力度。着眼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服务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四级联考”

中县乡机关招录4826人，“定向招考”和
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均为县
乡机关招录职位，3个招考项目九成招录
职位在基层。二是积极服务高校毕业生
就业。着眼缓解经济下行和疫情叠加影
响下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压力，市级以
下机关空缺编制和职位主要用于招录高

校应届毕业生，“四级联考”中 98.4%的
招录计划供应届毕业生报考，其中1178
个招录名额专门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考，
持续将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招录范围扩大至省外公办院校，吸引优
秀高校应届毕业生来川干事创业。三是
实施艰苦边远地区差异化倾斜政策。84

个艰苦边远县（市、区）根据地域区位、经
济发展、队伍结构等，拿出 1650 个招录
名额单独或者综合采用倾斜政策招才选
才。四是着力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四
级联考”笔试分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两类
和省市县、乡镇两级设考，试行部分乡镇
机关分性别设置职位，切实提升招录职
位匹配度和人岗相适性；继续将选调优
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分成综合类、
专业类两大类别职位，其中专业类职位
招录名额占近四成，涉及规划建设、经济
金融、水利工程等多个类别。

2 月 24 日起，考生可登录四川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人事考试”专
栏，进行网络报名。省委组织部特别提
醒，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考生交通出
行、健康状况等有关事项，将在上述专栏
另行通知，请考生及时关注。

据川观新闻

“四级联考”

报名时间：2月24
日至3月2日上午8:00

确认缴费：3 月 4
日上午8:00前

笔试时间：3月27
日（星期六）

成绩查询：4月下旬
面试时间：暂定

为5月21日至23日

“定向招考”

报名时间：2月24
日至3月2日上午8:00

确认缴费：3 月 4
日上午8:00前

笔试时间：3月27
日（星期六）

成绩查询：4月下旬
面试时间：暂定5

月22日至23日

选调生

报名时间：2月24日至
3月3日上午8:00

确认缴费：3月 5日上
午8:00前

笔试时间：3 月 27 日
（星期六）

成绩查询：4月12日左右
面试时间：暂定为5月

15日至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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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之所
以这么早开工，
是想把去年受
疫情影响的进
度抢回来，早日
攻克隧道施工
中所面临的世
界性难题。

◀施工人员在隧
道内加紧奋战。

◀跑马山 1号隧
道进口。

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由于事业

发展需要，需采购2名测试工程师的长期驻
场软件测试服务，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欢
迎符合条件的投标人报名参与本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人：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项目名称：测试工程师驻场服务采

购；
3.招标人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70

号四川传媒大厦8楼A区；
4.招标内容：2名测试工程师驻场服务；

具体需求、技术及售后服务要求详见招标文
件第五章。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1.投标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独立法人资格的，或为经独立法人资格授权
合法登记注册的非法人分支机构；

2. 具有良好商业信誉，2016 年以来无
重大违法记录和严重商业违规记录，并对此
做出书面承诺；

3. 不接受联合体参与。

四、报名需提交的材料
1.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以上证件应为加盖鲜章原件；
2.经办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以上证件验原件收盖鲜章的复印件。
五、报名地点和时间
报名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

川日报报业集团10楼A区封面传媒行政人
力部；

报名时间：2021年2月26日——3月3
日（上午9点-11点，下午2点至6点）

六、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及时间
投标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

川日报报业集团10楼A区封面传媒行政人
力部；

投标截止时间：2021年3月8日下午5
点半。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将被招标人拒
收,不接受电子邮件、传真等投标。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华女士，
电话：028-86969133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2月24日

2月20日，正月初九，四
川雅安至新疆叶城高速（简
称雅叶高速）康定过境段牛
年施工第一炮在跑马山1号
隧道左洞炸响。跑马山1号
隧道进出口高差达到222米，
相当于80层楼高，为世界进
出口海拔高差最大的隧道。
据悉，该隧道有望于2021年
年底贯通，雅叶高速康定过
境段预计于2022年建成通
车，开通后将“无缝衔接”雅
康高速。

提早复工
抢回施工进度

康定过境段是雅叶高速的组成部
分，也是成都至康定至西藏高速的组
成部分。全线设计时速每小时 80 公
里，按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工期 4
年。项目由四川交投藏高雅康公司投
资建设，概算投资达到 36 亿元，平均
每公里造价约为人民币2亿元。

雅叶高速康定过境段设置2处互
通、1 处服务区、1 处停车区，服务区、
停车区均与互通合设。其中，跑马山1
号、2号两座特长隧道（两条隧道总长
15公里）是全线重难点工程。

2 月 20 日，康定跑马山中隧道深
处，LED灯把约10米高的施工台车照
得透亮，9名工人站在“格子间”上手持
风钻努力向前，坚硬的岩层一点点破
碎，一条“地铁”式的高速公路正在向
前延伸。据悉，大部分工人已于正月
初六（2 月 17 日）进场，现场还增加了
人员、设备。

四川交投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康新K1-1项目副经理魏洪斌介绍，今
年之所以这么早开工，是想把去年受
疫情影响的进度抢回来，早日攻克隧

道施工中所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世界之最
进出口高差“80层楼”

魏洪斌口中的“世界性难题”，出
现在雅叶高速康定过境段跑马山1号
隧道施工过程中。这条隧道设计长度
8780米，进出口高差却达到了222米，
为世界高速公路隧道之最。

“222米相当于80层楼高，从进口
至出口如果全部走直线，坡度根本达
不到高速公路行车要求，因此在设计
时专门绕了一个弯，这是条刻意拉长
的隧道。”魏洪斌有丰富的高原公路建
设经验，但仍然被这条隧道的设计所
震撼，“跑马山2号隧道也是短距离抬
升的工程，设计时拐了一个弯后，1、2
号隧道恰好组成 S 型，这样的工程我
是第一次参与。”

谈到隧道掘进，跑马山隧道进口
现场总工李锦勇认为，在施工中遇到
的突发情况，才是真正难题。“岩爆、涌
水、断裂带、偏压大变形、不明气体喷
出……这一地区地质条件极其复杂，
导致许多突发情况出现，幸亏我们做
了全面的预案，才确保了施工人员安
全。”他说。

工程量完成近半
有望年内贯通

据魏洪斌介绍，截至目前，跑马山
1号隧道以及与其相连接的桥梁已完
成约 50%的工程量，今年项目部将采
取通风横洞工点反打，增加工作面、加
大人员和设备投入等措施全面加快施
工进度，力争在年底实现隧道贯通。

就在跑马山1号隧道不断延伸的
同时，雅叶高速康定过境段其他组成
工程也正在加紧施工中。在升航特大
桥施工现场，运土车、搅拌车来回穿
梭；在跑马山2号隧道内，传来声声巨
响，运输车有条不紊将渣土运走。

据悉，全长 17.8 公里的雅叶高速
康定过境段预计于2022年全线通车，
这条桥隧比高达 94%的高速公路将

“无缝衔接”雅康高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四川交投供图

雅叶高速康定过境段复工
世界进出口海拔高差最大隧道有望今年贯通

计划招录7145人 九成职位在基层

我省2021年上半年公务员考录今起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