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招聘单位 考点 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联系方式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京外单位京内考点）
北京市海淀区东小府1号院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黄老师
010-62889226

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经济

林研究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3号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樊老师
0371-65995014
邮箱地址：

fanxiongfei927@163.com

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速生

树木研究所
广东省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大道

中30号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宁老师
0759-3380685
邮箱地址：

cercnh@163.com

4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

带林业研究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大桥路73号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范老师
0571-63418469
邮箱地址：

mhfan1982@126.com

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哈尔滨

林业机械研究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374号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杨老师
0451-86661136

邮箱地址
hljs_lky@126.com

6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

林业研究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682号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姜老师
020-87035251
邮箱地址：

jiangqingbin@caf.ac.cn

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高原

林业研究所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白龙寺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李老师
0871-63860027
邮箱地址：

2990291482@qq.com

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

林业实验中心
广西省崇左市凭祥市科园路8号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王老师、蒙老师
0771-8521355
邮箱地址:

rlzxrsc@163.com

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

带林业实验中心
江西省分宜县钤山西路460号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原老师、辛老师
0790-5880688
邮箱地址：

xinx0023@163.com

1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

林业实验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磴口县团结路

实验巷1号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段老师
0478-7967105
邮箱地址：

15149816558@163.com

11
国家林业和草原生物灾害

防控中心
国家林草局生物灾害防控中心（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黄河北大街58号）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高老师、唐老师
024-86800638
邮箱地址：

sfzzrsc@163.com

1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华东调

查规划院
浙江省杭州市（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耿老师
0571-81069619
邮箱地址：

hdyrsc@163.com

1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

查规划院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院（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香樟东路143

号）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黄老师
0731-85679705
邮箱地址：

znyrsc@126.com

1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北调

查规划院
交大南洋时代D座4-5层（地址：陕西省

西安市雁塔区延兴门西路755号）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蒋老师
 029-83235445
邮箱地址：

xbyrsc@163.com

1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调

查规划院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调查规划院（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一二一大街71

号）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王老师
0871-65651201
邮箱地址：

lkyrszp@163.com

国际竹藤大厦（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
京阜通东大街8号）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安徽省合肥市丰大国际酒店（地址:合
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明珠广场繁华大道

10555号）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1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国
有林区森林资源监测中心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
源监测中心（地址:黑龙江省大兴安岭

地区加格达奇区黎明路17号）
疫情防控指引及承诺书

孙老师、朱老师
0457-6118077
邮箱地址：

sjyzzc2155127@163.com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2年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
初试（第一批）考点设置及疫情防控指引

16
国际竹藤中心三亚研究基

地

附件：

丁老师
18155911166
邮箱地址：

renshi123@icbr.ac.cn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京外单位在京考点）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告知暨承诺书 

 

为保障考生生命安全及 2022年度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初试工作

顺利进行，结合北京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政策要求，制定

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指引。 

一、京内考点面向的考生为：报考我院各京外单位的北京地区

高校（或院所）应届毕业生，且 14天内未出京、未去过中高风险地

区；报考我院各京外单位的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且 14天内未出京、

未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报考国家林草局其他京外直属事业单位的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应届毕业生，且 14天内未出京、未去过中高风险

地区。 

二、考生进入本院内，须按照指引进入考场，实行闭环管理。 

三、考生考前 14日内不可前往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不出国

（境），不参加聚集性活动。 

四、考生需保持身体健康，未处于“居家观察”或“居住小区

封闭管理”、“集中医学观察”；考前 14 日内无发热、干咳、乏力、

咽痛、鼻塞、流涕、肌痛、腹泻等相关症状。 

五、考生考试当天需持 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进入

考场。 

六、考生于考试当天进入考点时应主动配合测量体温，查验北

京健康码、行程码和疫苗接种记录。经现场测量体温正常（小于



37.3℃）、健康码为“绿码”的考生方可进入考点。 

七、近一个月内有过出国（境）史或接触过中高风险地区人员

的，按照北京市海淀区要求，解除健康监测方可参加考试。 

八、考生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或无呼吸阀的 N95口罩，除身份

确认环节需摘除口罩以外全程佩戴，做好个人防护。考场内保持 1

米以上间隔距离，考试过程中，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向考场工作人

员进行报告，考试结束后，听从考场工作人员引导分批离开考点。 

九、考试期间考生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乏力等不

适症状，应及时报告并自觉服从考试现场工作人员管理。 

十、违反防疫规定，隐瞒重要涉疫行踪的，伪造防疫证明的，

一经发现取消考试资格，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十一、考生应认真阅读本防控须知和《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附

后）。考生打印准考证也即视为认同承诺书。如违反相关规定，自愿

承担相关责任、接受相应处理。 

十二、如考前出现新的疫情变化，疫情防控要求可能会调整，

请密切关注北京市海淀区和我单位（京内考点）最新疫情防控政策，

积极配合和服从考试防疫相关检查和管理。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 

（请于考试当天将此表交工作人员核验） 

姓   名   性   别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健康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行程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是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6 月 15日（含）以后） 阳性□  阴性□ 

1.考试当天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

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属于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

接触者 。 
是□   否□ 

3.考前 14 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是□   否□ 

4.考前 14 天内有出京史。 是□   否□ 

5.考前 14 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 是□   否□ 

6.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否□ 

7.考前 14 天内与来自国（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8.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2 至 6 的情况。 是□   否□ 

其他需说明的

情况 
  

本人承诺：我已逐项如实填报健康信息，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严重

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2022 年 6月 17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经济林研究所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指引 

 

一、考生要密切关注并严格遵守居住地和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

最新要求及交通出行规定。要求考生近期不前往国内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不出国（境），不参加聚集性活动，确保考试期间身体状况

良好。 

二、考生须于考前 14天提前通过支付宝搜索“豫事办”申领“河

南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简称“两码”)，如实填写个人信

息，每日持续关注和保持“两码”为绿色。 

三、请考生密切关注考点所在地的疫情防控政策，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有 1 例及以上本土新冠感染者所在县（市、区，副省

级城市的街道）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副省级城市的街

道）、封控区、管控区旅居史的人员，或有境外旅居史的人员参加

考试的，要严格落实居住地和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要求及隔离政策，

考前未完成隔离管控等措施的，不能参加考试。 

四、考试当天，考生应提前 1.5小时到达考场。所有考生进入考

场前和考试过程中均要全程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除核验身份时按

要求及时摘戴口罩外），随时做好手部卫生；健康码为绿码，通信

大数据行程卡显示无异常；提供开考时间前 48小时内新冠肺炎病毒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检测时限以采样时间和开考时间为起止时间，

检测证明纸质版、电子版均可）；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中如显示考前



14天内到达或途径标有*号城市，需提供开考时间前 72小时内两次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两次检测间隔要在 24小时以上）；14天内无中

高风险地区旅居史，21天内无港台地区、国外旅居史；现场体温测

量正常（＜37.3℃）、无新冠肺炎相关症状。满足以上条件的考生方

可进入考场。 

五、考生如因有相关旅居史、密切接触史或发烧等原因被集中

隔离，或因不满足上述第四条各项条件，无法参加笔试的，视为放

弃笔试资格。 

六、严禁考生在规定区域以外活动。考试结束后，应听从考点

工作人员指挥，依次、有序离开考场、考点，不得在考场、考点附

近聚集。所有送考、陪考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考点。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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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防疫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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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为确保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考

试疫情防控措施会根据疫情防控总体部署和要求适时调整。如有调

整，以最新通知为准。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 

（请于考试当天将此表交工作人员核验） 

姓   名   性   别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健康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行程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是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6 月 15日（含）以后） 阳性□  阴性□ 

1.考试当天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

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属于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

接触者 。 
是□   否□ 

3.考前 14 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是□   否□ 

4.考前 14 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 是□   否□ 

5.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否□ 

6.考前 14 天内与来自国（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7.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2 至 6 的情况。 是□   否□ 

其他需说明的

情况 
  

本人承诺：我已逐项如实填报健康信息，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严重

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2022 年 6月 17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科院速生树木研究所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指引 

 

根据《广东省 2022年人事考试考生疫情防控须知（第一版）》

文件精神，为保障考生和考务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

2022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速生树木研究所招聘笔试安全进行，请

所有考生知悉、理解、配合、支持考试防疫的措施和要求。 

一、考生分类管理 

（一）正常参加考试 

粤康码为绿码，行程卡无异常，有考前（以开考时间为准，下

同）48小时内湛江市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电子、纸质同等效力，

下同），现场测量体温正常（体温<37.3℃），且不存在“不得参加

考试”情况的考生。 

（二）在隔离考场考试 

1.粤康码为绿码，现场测量体温正常（体温<37.3℃），考前 14

天内有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为区，下同）的

非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县级市、区、旗，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为街

道和乡镇，下同）旅居史的考生，须提供考前 3天内 2次（间隔 24

小时）湛江市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2.粤康码为绿码，有考前 48小时内湛江市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现场测量体温不正常（体温≥37.3℃)，在临时观察区适当休息后使



用水银体温计再次测量体温仍不正常，且通过行程卡和考生疫情防

控承诺书判断考前 14天无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旅居史的考生。 

（三）不得参加考试 

1.正处于隔离治疗期的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隔离期未满的

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以及其他正处于集中隔离、

居家隔离、居家健康监测的考生； 

2.考前 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或发生本地疫情地区）所

在县（县级市、区、旗，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为街道和乡镇，未设

区的地级市为街道和乡镇，下同）或当地政府宣布全域封闭管理地

区旅居史的考生（“行程卡”为红码或黄码的；“行程卡”为绿码

带“*”的，通过考生疫情防控承诺书判断近 14天有中、高风险地

区旅居史或行程的考生）； 

3.粤康码为红码或黄码的考生； 

4.不能提供考前 48小时内湛江市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考生； 

5.现场测量体温不正常（体温≥37.3℃)，在临时观察区适当休息

后使用水银体温计再次测量体温仍然不正常，且通过行程卡判断近

14天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旅居史的； 

6.其他不符合正常参加考试情况的考生。 

二、考前准备事项 

（一）考生须做好考前 14天自我健康监测和行程轨迹管理，并

如实填写《2022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速生树木研究所招聘笔试考

生疫情防控承诺书》（附后）。如果旅居史、接触史发生变化或出



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疑似症状，须及时在粤康码进行申报更新，

有症状的到医疗机构及时就诊排查，排除新冠肺炎等重点传染病。 

（二）考生须按要求提前准备考前 48小时内湛江市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三）考生需自备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 

三、考试期间义务 

（一）配合和服从防疫管理 

1.所有考生在考点期间务必全程规范佩戴口罩，进行身份核验时

须摘除口罩。 

2.自觉配合完成检测流程后经规定通道前往考场，在规定区域活

动，考后及时离开。 

3.如有相应症状或经检测发现有异常情况的，要服从考务人员管

理，接受“不得参加考试”“安排到隔离考场考试”等相关处置。 

（二）关注身体状况 

考试期间考生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乏力等不适症状，

应及时报告并自觉服从考试现场工作人员管理。     

四、有关要求 

（一）考生应认真阅读本防控须知和《2022年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速生树木研究所招聘笔试考生疫情防控承诺书》(附后)。考生打

印准考证即视为认同承诺书。如违反相关规定，自愿承担相关责任、

接受相应处理。 



（二）考生不配合考试防疫工作、不如实报告健康状况，隐瞒

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信息，提供虚假防疫

证明材料(信息)的，取消考试资格。造成不良后果的，依法追究其法

律责任。 

五、其他事项 

如考前出现新的疫情变化，疫情防控要求可能会调整，请密切

关注湛江市最新疫情防控政策，积极配合和服从考试防疫相关检查

和管理。



2022 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速生树木研究所招聘 
笔试考生疫情防控承诺书 

 
一、本人已认真阅读《2022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速生树木研究所招

聘笔试考生疫情防控须知》，知悉告知的所有事项和防疫要求。 
二、本人充分理解并遵守考试各项防疫要求，不存在任何不得参加考

试的情形。 
三、本人提交和现场出示的所有防疫材料(信息)均真实、有效，积极

配合和服从考试防疫相关检查和管理，不隐瞒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
康状况等疫情防控信息。 

四、本人接受并如实填写以下调查，保证所填报内容真实准确。 
 

承诺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承诺时间： 

 

序

号 
日期 健康信息 

行程记录 14天内是否

与确诊病例

接触 是否去过国（境）外或国内中

高风险地区 

1  月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2  月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3  月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4  月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5  月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6  月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7  月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8  月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9  月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10  月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11  月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12  月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13  月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14  月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15  月 日 □正常 □异常；具体情况： □否 □是；具体地点： □是 □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指引 

 

一、考生应提前申领浙江“健康码”，并持绿码参加考试 

1. 申领浙江“健康码” 

根据疫情防控有关要求，于本考点参加考试的考生，须在考前

15天完成浙江“健康码”的申领（浙江省内各市“健康码”可通用），

申领方式详见附件。 

2. 个人健康状况申报 

考生应仔细阅读考试相关规定、防疫要求，如实填报考前 15天

个人健康状态并填写承诺书，承诺知悉告知事项、证明义务和防疫

要求，自愿承担因不实承诺需承担的相关责任并接受处理。《健康申

报表（承诺书）》于考试当天进入考点时检查并收取留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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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配合工

作人员进行健康检疫、询问、查询等造成严重后果的，取消其相应

资格，如有违法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二、疫情防控管理要求 

考试当天，考生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纸质准考证，浙江“健

康码”绿码、“通信大数据绿色行程卡”、考前 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材料等，经现场查验符合要求、测量体温正常后入场参加考试。 

考试期间应服从相应的防疫处置，除身份核验环节外，在考点

期间需全程佩戴口罩。 



1. 考生有以下情形的，不能进入考点 

（1）考前一个月内，有国（境）外旅居史的。 

（2）考前一个月内，来自或途径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乡

镇（街道）、当地政府宣布全域封闭管理地区或被确认为同时空伴随

人员的。 

（3）仍在隔离治疗期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无症状

感染者，集中隔离期未满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 

（4）近 1个月内被认定为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排除

者、确诊病例康复者。 

（5）考前 15天内，浙江“健康码”出现红黄码，或“通信大

数据行程卡”显示为非绿色行程卡的考生（含浙江“健康码”临时

由绿码变为红黄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临时由绿卡变为非绿卡

的）。 

2. 考试当天有发热（腋下 37.3℃以上）、干咳、乏力、咽痛、腹

泻等症状的，应先及时就医，出示就医凭证，经现场防疫人员评估

同意后方可参加考试。 

三、其他注意事项 

    1.考生应当切实增强疫情防控意识，做好个人防护，按照“应接

尽接”原则完成疫苗接种考试前主动减少外出和不必要的聚集、人

员接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应戴口罩，要加强途中防护，尽量与

他人保持合理间距，途中尽量避免用手触摸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物品，

并及时进行手部清洁消毒。 



    2.请考生关注“杭州本地宝”、“富阳发布”等微信公众号，持续

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动态和疫情防控最新要求。 

3.考试当天请考生提前 2小时到达考点，自觉配合完成检测流程

后从规定通道验证入场。 



附件 1 

国家林业和草原直属事业单位 2022 年公开招聘中国林科院亚

林所考点考生健康申报表（承诺书） 

提示：1.考生务必提前申领“浙江健康码”； 

2.此表申报时间为 2022年 6月 17日； 

3.考生务必如实填写，并于考试当天将此表交考点的工作人员。 

1．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码：                                             

2．报考岗位：                                          

3．户籍地址：                                                                        

4．手机号码：                                                                                      

5．2022年 6月 2日至 6月 16日期间居住地址，具体到小区、房号（如不够可新增）： 

①____月_____日至___月____日，居住在     省     市     区/县     街道                            

②____月_____日至___月____日，居住在     省     市     区/县     街道            

5．目前“浙江健康码”状态：   □ 绿码       □ 黄码       □ 红码 

6．目前“行程卡”状态： □ 绿码  □ 黄码  □ 红码  □到访地右上角无*号标记 

7.本人在考前 21 天内是否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注：中高风险地区界定，

以考生填写此表时的国家疫情通报为准）             □ 是     □ 否 

8.本人在考前 30天内是否有国（境）外旅居史？           是     □ 否 

9.本人在考前 14 天内是否有过发热（腋下 37.3℃）、干咳、乏力、咽痛或腹泻等症状？                                                   

□ 是     □ 否 

10.本人是否曾存在以下情况：                          □ 是      □ 否 

□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 既往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 既往新冠肺炎或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11.本人是否属于以下仍在隔离治疗中的情况：       □ 是     □ 否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 新冠肺炎疑似病例      □ 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集中隔离期未满的密切接触者  □ 医学观察期未满的人员 

1.本人已详尽阅读公告及疫情防控有关告知事项说明，了解本人健康证明义务及

考试防疫要求，自愿遵守考试期间疫情防控管理有关规定。 

2.本人承诺，本人符合本次考试疫情防控有关要求，以上所填内容真实完整，如

有虚假或隐瞒，自愿承担相关责任并接受处理。 

申报人（承诺人）签名：        填报日期：2022年  月  日（考试当天时间）     



附件 2 

浙江“健康码”以及疫情防控行程卡申领使用说明 

一、浙江“健康码”申领 

一是登录“浙里办”APP，进入首页“健康码专区”，在“浙江健

康码申领”栏目下选择对应城市办理；二是支付宝首页搜索“浙江

健康码”，选择对应城市办理。其中： 

1.已注册“浙里办”APP或支付宝账号的用户，按照提示填写健

康信息并作出承诺后，即可领取浙江健康码。 

2.持有外省（市）健康码，且未申领浙江健康码的用户，通过“浙

里办”APP首页-“健康码专区”-“跨省互认健康码申领”，无需填

写信息即可领取跨省互认健康码。 

如有疑问，可拨打咨询电话：（区号）12345。 

二、国务院疫情防控行程卡申领 

国务院疫情防控行程卡通过以下途径申领：考生微信进入“国

务院客户端”小程序，点击进入“防疫行程卡”，输入考生手机号、

验证码、同意授权，然后点击查询，查询结果显示考生前 14天内到

访的国家（地区）与停留 4小时以上的国内城市。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哈尔滨林业机械研究所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笔试疫情防控指引 

 

1、考生要密切关注并严格遵守居住地和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最

新要求及交通出行规定。考前非必要不参加聚集性活动，确保考试

期间身体状况良好。 

2、考生须提前申领考点所在地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行程码），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3、请考生密切关注考点所在地的疫情防控政策，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可使用“国务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查询）。有 1例及

以上本土新冠感染者所在县（市、区，副省级城市的街道）或中高

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副省级城市的街道）、封控区、管控区

旅居史的人员，或有境外旅居史的人员参加考试的，要严格落实居

住地和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要求及隔离政策，考前未完成隔离管控

等措施的，不能参加考试。 

4、考试当天，考生应提前 1.5小时到达考点，持本人 48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纸质版、电子版均可），主动出示有效身份

证件和准考证，扫码测温，“健康码”、“行程码”为绿码且现场

测温不高于 37.3℃的方可进入考点。请考生采取合适的出行方式前

往考点，如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须做好个人防护。 

5、考试期间发现有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觉减退、腹泻

等症状的考生，且无二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安排在备用隔离考场



进行考试。当场考试结束后须接受进一步检查。因个人原因转移到

备用隔离考场而耽误的考试时间不予补充。 

6、考生进入考点后应注意个人防护，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理。

考生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除核验身份外，须全程佩戴口罩，且

在考点划定区域内活动，严禁在规定区域以外活动。考试结束后，

应听从考点工作人员指挥，依次、有序离开考场、考点，不得在考

场、考点附近聚集。所有送考、陪考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考点。 

7、所有考生须认真阅读疫情防控须知，如果存在虚假承诺，隐

瞒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信息，提供虚假防

疫证明材料（信息）的，将取消考试资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8、为确保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考试

疫情防控措施会根据疫情防控总体部署和要求适时调整，请及时关

注哈尔滨疫情防控相关信息，如有调整，以哈尔滨新闻网最新通知

为准。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 

（请于考试当天将此表交工作人员核验） 

姓   名   性   别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健康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行程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是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6 月 15日（含）以后） 阳性□  阴性□ 

1.考试当天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

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属于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

接触者 。 
是□   否□ 

3.考前 14 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是□   否□ 

4.考前 14 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 是□   否□ 

5.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否□ 

6.考前 14 天内与来自国（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7.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2 至 6 的情况。 是□   否□ 

其他需说明的

情况 
  

本人承诺：我已逐项如实填报健康信息，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严重

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2022 年 6月 17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指引 

 

为保障考生生命安全及 2022年度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笔试工作

顺利进行，结合广州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政策要求，制定

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指引。 

一、考生考前 14日内不可前往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不出国

（境），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如有接触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国（境）

外地区人员及新冠肺炎患者，应及时、如实向当地疫情防控中心及

我单位疫情防控小组工作人员报告。 

二、考生需保持身体健康，未处于“居家观察”或“居住小区

封闭管理”、“集中医学观察”；考前 14 日内无发热、干咳、乏力、

咽痛、鼻塞、流涕、肌痛、腹泻等相关症状。 

三、考生应在考试前 7日进入微信小程序穗康申领“粤康码”，

严格进行每日体温监测。 

四、从中高风险所在市区过来的考生需集中隔离 14天，非中高

风险的14天有本土病例的考生需居家7天健康监测加上3次核酸（第

1、4、7天）后方可参加考试。 

五、考生考试当天需持 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进入

考场。 

六、考生于考试当天进入考点时应主动配合测量体温， 

查验广东健康码、行程码和疫苗接种记录。经现场测量体温正常（小



于 37.3℃）、健康码为“绿码”的考生方可进入考点。 

七、一个月内有境外接触史的考生需要提供隔离证明和符合规

定次数的核酸检测结果。 

八、考生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或无呼吸阀的 N95口罩，除身份

确认环节需摘除口罩以外全程佩戴，做好个人防护。考场内保持 1

米以上间隔距离，考试过程中，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向考场工作人

员进行报告，考试结束后，听从考场工作人员引导分批离开考点。 

九、违反防疫规定，隐瞒重要涉疫行踪的，伪造防疫证明的，

一经发现取消考试资格。触犯相关法律的交由司法部门处理。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 

（请于考试当天将此表交工作人员核验） 

姓   名   性   别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健康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行程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是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6 月 15日（含）以后） 阳性□  阴性□ 

1.考试当天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

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属于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

接触者 。 
是□   否□ 

3.考前 14 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是□   否□ 

4.考前 14 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 是□   否□ 

5.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否□ 

6.考前 14 天内与来自国（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7.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2 至 6 的情况。 是□   否□ 

其他需说明的

情况 
  

本人承诺：我已逐项如实填报健康信息，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严重

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2022 年 6月 17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高原林业研究所 2022 年 

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要求告知暨承诺书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全力确保每一位考

生安全健康，疫情防控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高原林业研究所 2022 年高校毕业生招

聘初试、复试地点设在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白龙寺中国林科院高原

林业研究所，因当前疫情不断变化，请各位考生务必做好自我健康

管理，提前做好相关安排。 

二、根据昆明市疫情防控相关要求，所有来（返）昆人员须至少

提前 24小时，通过“昆明健康宝”小程序或电话方式向目的地社区

（昆明市盘龙区青云街道西林社区，电话：0871-65616870）进行报

备，抵昆时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昆后 24 小时内再

完成 1次核酸检测。 

三、根据国内疫情形势变化，昆明市对来（返）昆人员疫情防控

措施进行常态化调整，划分为 A、B、C三类风险区。 

1、A类地区来（返）昆人员管控措施：14天内有 A类地区旅居

史的来（返）昆人员：即日起抵昆的，一律实施 14天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第 1、2、3、4、7、10、14天进行核酸检测），加 7天居家

隔离观察（第 1、7天进行核酸检测）。末次核酸检测应为“双采双



检”，人、物、环境核酸检测均为阴性后方可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 

2、B 类地区来（返）昆人员管控措施：14 天内有 B 类地区旅居

史的来（返）昆人员：即日起抵昆的，一律实施 7 天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第 1、2、3、4、7 天进行核酸检测），加 7 天居家隔离观察

（第 1、7天进行核酸检测）。末次核酸检测应为“双采双检”，人、

物、环境核酸检测均为阴性后方可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3、C类地区来（返）昆人员管控措施：即日起从 C类地区来（返）

昆人员：一律实施 7天居家隔离观察（第 1、7天进行核酸检测，第

2、3、4、5、6天进行抗原自测）。 

防疫政策动态调整，请考生密切关注“昆明健康宝”微信公众号，

及时了解昆明市疫情防控政策以及 A、B、C三类地区的动态变化。 

四、昆明市内考生参加初试、复试时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需要

全程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做好个人防护。 

五、参加初试、复试期间考生须自觉配合现场工作人员进行防疫

检查，全程佩戴口罩。考生进入考点时须出示健康码、行程码和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并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健康码为

绿色、行程码不带星号且体温低于 37.3℃方可进入考场。 

六、有下列任一情形的考生不得参加本次笔试： 

1、健康码为“红码”或“黄码”，通信行程卡带*的考生； 

2、经现场确认体温异常(≥37.3℃)的考生； 



3、笔试前 21 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尚未完成隔离医学观察等

健康管理的考生； 

4、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或次密接者，尚未完成隔离医学观察等健康管理的考生； 

5、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

感染者，尚在随访或医学观察期内的考生； 

6、笔试前 7天内有本土疫情发生的县(市、区、旗)旅居史，正在

实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及居家健康监测的考生； 

7、按昆明市疫情防控提示，有 A、B、C 类地区旅居史正在实施

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的考生(注：A、B、C 类地区具体名单由“昆明

健康宝”动态发布)； 

8、笔试当天未按要求提供相应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及其他有关证

明的考生。 

七、考生如因有相关旅居史、密切接触史等被集中隔离或居家

隔离等情形，无法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参加初试、复试的，视为自动

放弃考试资格。仍处于新冠肺炎治疗期或出院观察期，以及其他个

人原因无法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参加笔试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考试

资格。 

八、初试、复试期间，考生要自觉遵守考场秩序，保持安全距离，

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考试结束后按规定有序离场。 

九、考生进入考场前，应向工作人员提交《高原林业研究所 2022

年高校毕业生招聘考生疫情防控要求告知暨承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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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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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已认真阅读《高原林业研究所 2022 年高校毕业生招聘考生

疫情防控要求告知暨承诺书》，知悉告知事项、证明义务和防疫要

求。在此郑重承诺：本人填报、提交和现场出示的所有信息（证明）

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符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并自愿承担

因不实承诺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人（签名）：                

承诺人身份证号码：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 

（请于考试当天将此表交工作人员核验） 

姓   名   性   别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健康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行程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是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6 月 15日（含）以后） 阳性□  阴性□ 

1.考试当天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

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属于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

接触者 。 
是□   否□ 

3.考前 14 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是□   否□ 

4.考前 14 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 是□   否□ 

5.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否□ 

6.考前 14 天内与来自国（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7.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2 至 6 的情况。 是□   否□ 

其他需说明的

情况 
  

本人承诺：我已逐项如实填报健康信息，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严重

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2022 年 6月 17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实验中心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指引 

 

为保障考生生命安全及 2022年度公开招聘应届硕士及以下毕业

生笔试工作顺利进行，结合广西崇左市凭祥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相关政策要求，制定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指引。 

一、考生考前 14日内不可前往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不出国

（境），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如有接触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国（境）

外地区人员及新冠肺炎患者，应及时、如实向当地疫情防控中心及

我单位疫情防控小组工作人员报告。 

二、考生需保持身体健康，未处于“居家观察”或“居住小区

封闭管理”、“集中医学观察”；考前 14 日内无发热、干咳、乏力、

咽痛、鼻塞、流涕、肌痛、腹泻等相关症状。 

三、从中高风险所在市区过来的考生需自行在广西南宁市集中

隔离 14天，非中高风险的 14天有本土病例的考生 7天居家健康监

测加上 4次核酸（第 1、3、5、7天）后方可参加考试。 

四、考生应在考试前 7 日申领广西自治区“扫码抗疫请”健康

码，严格进行每日体温监测并如实填写《考生健康登记表》。 

五、考生在到达以及离开凭祥市前 1 日，均需要如实填写《凭

祥镇北大社区返凭、离凭人员信息登记表》。 



 

六、进入和离开凭祥，均需持有 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电子

或纸质），即可正常进出凭祥，如进入凭祥时无法提供 48 小时核酸

阴性报告，可在到达凭祥市“夏石收费站”高速路口自费进行核酸

检测。 

 七、考生在凭祥期间，听从单位安排，到指定地点参与所在社



区常态化核酸筛查。 

八、考生考试当天需持 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进入

考场。 

九、考生于考试当天进入考点时应主动配合测量体温， 

查验广西健康码、行程码和疫苗接种记录。经现场测量体温正常（小

于 37.3℃）、健康码为“绿码”的考生方可进入考点。建议考生考前

1个月内不要到高风险地区。 

十、一个月内有境外接触史的考生需要提供隔离证明和符合规

定次数的核酸检测结果。 

十一、考生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或无呼吸阀的 N95口罩，除身

份确认环节需摘除口罩以外全程佩戴，做好个人防护。考场内保持 1

米以上间隔距离，考试过程中，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向考场工作人

员进行报告，考试结束后，听从考场工作人员引导分批离开考点。 

十二、违反防疫规定，隐瞒重要涉疫行踪的，伪造防疫证明的，

一经发现取消考试资格。触犯相关法律的交由司法部门处理。 

十三、其他未尽事宜，根据凭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政策

要求执行。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 

（请于考试当天将此表交工作人员核验） 

姓   名   性   别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健康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行程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是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6 月 15日（含）以后） 阳性□  阴性□ 

1.考试当天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

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属于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

接触者 。 
是□   否□ 

3.考前 14 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是□   否□ 

4.考前 14 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 是□   否□ 

5.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否□ 

6.考前 14 天内与来自国（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7.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2 至 6 的情况。 是□   否□ 

其他需说明的

情况 
  

本人承诺：我已逐项如实填报健康信息，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严重

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2022 年 6月 17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指引 

 

为保障考生生命安全及 2022年度公开招聘毕业生笔试工作顺利

进行，结合江西省新余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政策要求，制

定本须知。 

一、考生考前 14日内不可前往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不出国

（境），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如有接触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国（境）

外地区人员及新冠肺炎患者，应及时、如实向当地疫情防控中心及

我单位工作人员报告。 

二、考生需保持身体健康，未处于“居家观察”或“居住小区

封闭管理”、“集中医学观察”；考前 14日内无发热、干咳、乏力、

咽痛、鼻塞、流涕、肌痛、腹泻等相关症状。 

三、考生应在考试前 7 日申领江西省“赣通码”，严格进行每

日体温监测并如实填写《考生健康承诺书》。 

四、从中高风险所在市区过来的考生需集中隔离 14天，非中高

风险的14天有本土病例的考生需居家7天健康监测加上3次核酸（第

1、4、7天）后方可参加考试。 

五、考生考试当天需持 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进入

考场。 

六、考生于考试当天进入考点时应主动配合测量体温， 

查验江西健康码、行程码和疫苗接种记录。经现场测量体温正常（小



于 37.3℃）、健康码为“绿码”的考生方可进入考点。建议考生考

前 1个月内不要到中高风险地区。 

七、一个月内有境外接触史的考生需要提供隔离证明和符合规

定次数的核酸检测结果。 

八、考生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或无呼吸阀的 N95口罩，除身份

确认环节需摘除口罩以外全程佩戴，做好个人防护。考场内保持 1

米以上间隔距离，考试过程中，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向考场工作人

员进行报告，考试结束后，听从考场工作人员引导分批离开考点。 

九、违反防疫规定，隐瞒重要涉疫行踪的，伪造防疫证明的，

一经发现取消考试资格。触犯相关法律的交由司法部门处理。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 

（请于考试当天将此表交工作人员核验） 

姓   名   性   别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健康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行程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是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6 月 15日（含）以后） 阳性□  阴性□ 

1.考试当天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

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属于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

接触者 。 
是□   否□ 

3.考前 14 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是□   否□ 

4.考前 14 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 是□   否□ 

5.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否□ 

6.考前 14 天内与来自国（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7.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2 至 6 的情况。 是□   否□ 

其他需说明的

情况 
  

本人承诺：我已逐项如实填报健康信息，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严重

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2022 年 6月 17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告知暨承诺书 

 

一、初试地点设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因当前疫情不

断变化，防疫政策动态调整，请考生密切关注“掌上巴彦淖尔”公

众号，及时了解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疫情防控政策，按当地要求提前

做好相关安排。如有调整，以“掌上巴彦淖尔”公众号最新通知为

准。 

二、参加考试期间考生须自觉配合现场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查，

全程佩戴口罩。考生进入考点时须出示健康码、行程码和 48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报告，并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健康码为绿色、

行程码不带星号且体温低于 37.3℃方可进入考场。健康码、行程码

异常需按巴彦淖尔市防疫规定处置。 

三、建议考生考前 14日内不前往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不出

国（境），不参加聚集性活动。 

四、考生如因有相关旅居史、密切接触史或发烧等原因被集中

隔离，无法参加笔试的，视为放弃笔试资格。 

五、所有考生须认真阅读注意事项，如果存在虚假承诺，隐瞒

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信息，提供虚假防疫

证明材料（信息）情况，将取消考试资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六、考生进入考场前，应向工作人员提交《考生疫情防控须知

暨承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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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相应处理。 

七、本人已认真阅读《考生疫情防控须知暨承诺书》，知悉告知

事项、证明义务和防疫要求。 

在此郑重承诺：本人填报、提交和现场出示的所有信息（证明）

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符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并自愿承担

因不实承诺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人（签名）：             

        承诺人公民身份号码：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 

（请于考试当天将此表交工作人员核验） 

姓   名   性   别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健康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行程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是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6 月 15日（含）以后） 阳性□  阴性□ 

1.考试当天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

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属于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

接触者 。 
是□   否□ 

3.考前 14 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是□   否□ 

4.考前 14 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 是□   否□ 

5.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否□ 

6.考前 14 天内与来自国（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7.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2 至 6 的情况。 是□   否□ 

其他需说明的

情况 
  

本人承诺：我已逐项如实填报健康信息，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严重

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2022 年 6月 17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物灾害防控中心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告知暨承诺书 

 

一、本次公开招聘考试笔试地点设在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

因当前疫情不断变化，防疫政策动态调整，请考生密切关注“沈阳

本地宝”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沈阳疫情防控政策，提前做好相关

安排。 

参加笔试的考生务必做好自我健康管理，通过微信小程序“国

家政务服务平台”及“辽事通”申领本人防疫健康码，并于即日起

持续关注健康码状态。 

考试期间考生须自觉配合现场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查，注意个

人防护，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除核验身份等临时摘除口罩外，其

他应当全程佩戴口罩。考生进入考点时须出示健康码、行程码和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并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健康码为

绿色、行程码不带星号且体温低于 37.3℃方可进入考场。 

二、建议考生近期不前往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不出国

（境），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如有下列任一情形的考生不得参加

本次笔试： 

1.健康码、通信行程卡为“红码”或“黄码”的考生； 

2.经现场确认有体温异常 (≥37.3℃)或呼吸道异常症状的考

生； 

3.笔试前 21 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尚未完成隔离医学观察



 

等健康管理的考生； 

4.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

者或次密接者，尚未完成隔离医学观察等健康管理的考生； 

5.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

状感染者，尚在随访或医学观察期内的考生； 

6.笔试前 7 天内有本土疫情发生的县(市、区、旗)旅居史，正

在实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及居家健康监测的考生； 

7.按沈阳市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提示表，正在实施集中隔离、

居家隔离及居家健康监测的考生(注：具体地区名单可到“皇姑发

布”微信公众号查询)； 

8.笔试当天未按要求提供相应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及其他有关

证明的考生。 

三、如因有相关旅居史、密切接触史或发烧等原因被集中隔

离，以及其他个人原因无法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参加笔试的考生，

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 

四、考生进入考场前，应向工作人员提交《2022 年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生物灾害防控中心公开招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暨

承诺书》和《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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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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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已认真阅读上述要求，知悉告知事项、证明义务和防疫

要求。在此郑重承诺：本人填报、提交和现场出示的所有信息（证

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符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并自

愿承担因不实承诺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人（签名）：                

承诺人公民身份号码：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 

（请于考试当天将此表交工作人员核验） 

姓   名   性   别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健康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行程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是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6 月 15日（含）以后） 阳性□  阴性□ 

1.考试当天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

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属于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

接触者 。 
是□   否□ 

3.考前 14 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是□   否□ 

4.考前 14 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 是□   否□ 

5.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否□ 

6.考前 14 天内与来自国（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7.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2 至 6 的情况。 是□   否□ 

其他需说明的

情况 
  

本人承诺：我已逐项如实填报健康信息，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严重

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2022 年 6月 17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华东调查规划院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指引 

 

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确保广大考生、考务人员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及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现

行工作要求，凡参加笔试的考生，均需严格遵循以下防疫指引：  

一、考生应符合浙江省（杭州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相

关要求，建议考生密切关注浙江省现有防疫要求和变化情况，并提

前做好相关准备。  

二、考前 28 天内入境人员和考前 21 天内来自国内中高

风险地区人员不得参加考试。  

三、考生务必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提前通过“支付宝”、“浙

里办”等 APP 在线申领浙江（杭州）“健康码”，并于即日起持续关

注健康码状态，有异常情况主动及时向我院报告。 

四、考生进入考点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浙江（杭州）“健康码”绿码、“行程卡”绿码； 

 （二）提供本人当天实际参加笔试前 48 小时内新冠肺炎病毒核

酸检测阴性报告；“行程卡”虽为绿码，但带有“*”标识的

考生应提供本人当天实际参加笔试前 24 小时内新冠肺炎病

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三）现场测温 37.3℃以下（允许间隔 2-3 分钟再测一次）。

高于 37.3℃的，应提供当天实际参加笔试前 24小时内新冠肺炎病毒

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并由专人负责带至隔离考场参加考试。 

五、考生应当如实填写《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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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承担的

相关责任并接受处理。经本人签字确认的《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

和相关医学证明材料务必于考试当天主动提交工作人员查验。凡违

反疫情防控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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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其考试资格；触犯法律的，移送行政、司法

机关。 

六、参加笔试的考生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除身份核验时需

摘除口罩外，须全程规范佩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1 米以上，有

序入场和离场。 

七、考试前主动减少外出和不必要的聚集、人员接触。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时应戴口罩，要加强途中防护，尽量与他人保持合理间

距，途中尽量避免用手触摸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物品，并及时进行手

部清洁消毒。外地考生建议根据自身情况提前来杭做好应考准备。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 

（请于考试当天将此表及其他证明材料交工作人员核验） 

姓 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报考岗位编号  

是否为考前 28 天内入境人员或考前 21 天内来自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 是 否□ 

本人笔试前 48 小时内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阳性□阴性□ 

1.考试当天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属于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 是□ 否□ 

3.考前 21 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是□ 否□ 

4.考前 14 天内与来自国（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5.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1 至 4 的情况。 是□ 否□ 

本人承诺：我已如实逐项填报健康登记信息，如隐瞒或虚假填报，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2022 年 6 月 17 日 

 
............................................................................................ 
............................................................................................ 
 
以下内容由工作人员填写 
 

健康码：绿码□ 黄码□ 红码□ 

行程码：绿码□ 黄码□ 红码□ 

当日体温：       ℃ 

核验工作人员签字：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院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告知暨承诺书 

 

为做好 2022年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初试（笔试）考试工作，切

实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考试

健康、平稳、有序进行，根据湖南省长沙市新冠疫情防控最新要求，

现就疫情防控要求告知如下： 

一、本次公开招聘初试（笔试）地点设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因当前疫情不断变化，防疫政策动态调整，请考生密切关注湖南省

长沙市疫情防控相关政策，提前做好相关安排。 

二、考前申领本人湖南居民健康码(通过微信公众号“湖南省居

民健康卡”申领)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通过微信小程序“通信行程卡”

申领)。 

三、考生需切实做好近期自我健康管理，持续关注自身湖南居

民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状态，做好备考期间个人日常防护和

自主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干咳、咽痛、嗅觉味觉减退、腹泻等异

常症状的，及时进行诊疗和排查，保证参考时身体健康。建议考前

不参加聚集性活动，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不到人群密集场所，避免

与无关人员接触，勤洗手，出入公共场所及乘坐公共交通全程佩戴

口罩。 

四、疫情防控部门规定，所有入(返)湘人员必须请提前 2天通过

“我的长沙”APP或“我的长沙”小程序进行报备，并按要求配合各



项健康管理措施。从外省市入湘返湘的，应认真查阅湖南省疫情防

控部门的规定和要求(可通过“湖南疾控”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查阅)，

务必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落实相关健康管理措施。建议考生考前 14

天在湘且不离湘。 

五、考生须提供本人 48小时内湖南省内有资质的检测服务机构

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考前 14天内入湘返湘考生提前打

印考前 3天内的两次核酸检测阴性报告（2次采样间隔至少 24小时，

其中后一次必须是在湖南省内有资质的检测服务机构所做检测报

告）和向疫情防控部门提前报备的“来长报备登记”记录。建议考

生在无禁忌的情况下按“应接尽接”原则，提前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六、考生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不允许参加初试（笔试）考试： 

1.无准考证、身份证或疫情防控证明材料的； 

2.防疫健康码为红码或者黄码的，或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带*号或

其他显示异常的； 

3.现场测量体温不正常（体温≥37.3℃），在临时观察场所适当

休息后使用水银体温计再次测量体温仍然不正常的；有发热、咳嗽、

肌肉酸痛、味嗅觉减退或丧失等可疑症状的； 

4.考前 28天内有国外或香港、台湾地区旅居史的； 

5.考前 14天内有本土病例（含无症状感染者）报告省（直辖市、

自治区）有旅居史的； 

6.考前 14天内有国内高风险区域所在地级市（地区、自治州、

盟；直辖市、副省级市则为下辖区县）旅居史的，或有国内中风险



区域所在县（市、区）（县级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等；直

辖市、副省级市则为街道、镇）旅居史的； 

7.考前 21天内被判定为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或与已公

布的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有交集的； 

8.考前 21天内被判定为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

触者的； 

9.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或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

感染者，尚在随访或医学观察期内的； 

10.其他特殊情形人员由专业医务人员评估判断是否可参考。 

七、考试期间考生须自觉配合现场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查，注

意个人防护，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除核验身份等临时摘除口罩外，

其他应当全程佩戴口罩。考生进入考点时须出示健康码、行程码，

提交相关疫情防控材料，并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健康码为

绿色、行程码不带“*”号且体温低于 37.3℃方可进入考场。 

八、如因有相关旅居史、密切接触史或发烧等原因被集中隔离，

以及其他个人原因无法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参加笔试的考生，视为自

动放弃考试资格。 

九、考生进入考场前，应向工作人员提交《2022年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院公开招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暨承诺书》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24小时内

彩色纸质健康码和行程码和相关报备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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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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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已认真阅读上述要求，知悉告知事项、证明义务和防疫要

求。在此郑重承诺：本人填报、提交和现场出示的所有信息（证明）

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符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并自愿承担

因不实承诺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人（签名）： 

承诺人公民身份号码：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 

（请于考试当天将此表交工作人员核验） 

姓   名   性   别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健康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行程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是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6 月 15日（含）以后） 阳性□  阴性□ 

1.考试当天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

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属于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

接触者 。 
是□   否□ 

3.考前 14 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是□   否□ 

4.考前 14 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 是□   否□ 

5.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否□ 

6.考前 14 天内与来自国（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7.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2 至 6 的情况。 是□   否□ 

其他需说明的

情况 
  

本人承诺：我已逐项如实填报健康信息，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严重

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2022 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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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北调查规划院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指引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确保每一位考生

安全健康和招考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就有关注意事项告知如下。 

一、考生须提前下载打印并填写《考生健康申明卡及安全考试

承诺书》（见笔试公告附件），并于进入考场时交予工作人员。 

二、考生须密切关注并严格遵守居住地和西安市疫情防控最新

要求及交通出行规定。外省市考生须提前申领陕西省“个人电子识

别码”（陕西“一码通”）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行程码），

做好个人健康监测。（可及时关注微信-“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

各地防控政策页面，主动了解往返陕西省西安市疫情防控最新要求，

并以西安市本地疫情防控政策为准提前做好准备） 

三、有 1例及以上本土新冠感染者所在县（市、区，副省级城市

的街道）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副省级城市的街道）旅居

史的人员，或有境外旅居史的人员参加考试的，要严格按照居住地和

西安市疫情防控要求及隔离政策，考前未完成隔离管控等措施的，不

能参加笔试。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及密切接

触者，已治愈出院或解除隔离，但尚在随访及医学观察期内的禁止进

入考点。 

四、请考生注意加强个人防护，赴考时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须

全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同时注意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笔试期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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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须按通知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全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与他人

保持 1米以上距离。考生凭本人纸质版准考证（电子版无效）和本人

有效证件（居民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原件、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陕西‘一码通’”绿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绿码进入考点，并

提交《考生健康申明卡及安全考试承诺书》，配合工作人员进行健康

码的查验和体温测量，测量合格后，方可进入笔试考点。 

五、考生健康码或行程卡非绿码，体温超过 37.3℃，无法排除新

冠病毒肺炎的其他症状者，考前未按西安疫情防控要求完成隔离管控

等措施者，一律不得进入笔试考点。 

六、笔试过程中如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应及时向监

考人员报告，经现场医疗卫生专业人员评估后，按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进行处置。因个人原因需要接受健康评估或者转移到备用隔离考场而

耽误的考试时间不予补充。 

七、对于刻意隐瞒病情或者不如实报告发热史、旅行史和接触史

的考生，以及在笔试中拒不配合疫情防控的考生，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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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八、笔试结束后，考生应有序离场，保持安全距离。 

九、考生须按要求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及核酸检测等相关工

作，及时关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网”（http://www.forestry.gov.cn/）

和“林草局公开招聘平台”，以便于及时掌握有关信息，如有调整，

以最新通知为准。



 

 

考生健康申明卡及安全考试承诺书 

（请于考试当天将此表交工作人员核验） 

姓   名 
 

性   别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陕西“一码通” 绿码□     黄码□     红码□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绿码□     黄码□     红码□ 

本人近期 14日内住址（请具体填写到街道/社区及门牌号） 

 

本人本次考试前 48 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阴性□阳性 

1.是否属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是□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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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考前 14 日内，是否在居住地有被隔离或曾被隔离

未做核酸检测。 □是□否 

4.考前 14 日内，是否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封闭

封控区域旅居史。 □是□否 

5.考前 14 日内，是否从境外（含港澳台）入陕。 
□是□否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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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 14 日内是否与来自境外（含港澳台）人员有

接触史。 □是□否 

8.共同居住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1 至 7 的情

况。 □是□否 

本人承诺：我已如实逐项填报上述健康申明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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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有关法律法规的处罚和制裁。 

 

    本人签名：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工作人员填写 

陕西“一码通”：  绿码□   黄码□   红码□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绿码□   黄码□   红码□ 

考前 7天内核酸检测结果是否阴性：  是□  否□ 

核验工作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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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调查规划院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告知暨承诺书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全力确保每一位

考生安全健康，现将考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注意事项告知如下。 

一、请参加 2022年 6月 17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调查规划

院 2022 年度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笔试的考生务必做好自我健康管

理，通过微信小程序“云南健康码”申领本人防疫健康码，并于即

日起持续关注健康码状态。 

二、考生笔试时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需要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做好手部卫生。 

三、根据昆明市疫情防控相关要求，来(返)昆人员需提供 48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配合查验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并

在抵昆后 24小时内完成 1次核酸检测。 

四、所有考生均须提供距笔试当日 48小时内云南省内有资质的

检测服务机构出具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采样时间为准，需提供检

测机构出具的载明有采样时间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报告单，纸质、

电子版均可)，出示本人云南健康码(绿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绿

码)，经现场测量体温正常(<37.3℃)且无咳嗽等呼吸道异常症状者方

可入场参加笔试。经现场确认有体温异常或呼吸道异常症状者，不

再参加此次笔试，应配合到就近的医院发热门诊就诊。请考生提前



   - 2 - 

做好准备，经查验检测结果、采样时间等不符合规定的考生，不得

入场参考。 

五、有下列任一情形的考生不得参加本次笔试： 

1.健康码、通信行程卡为“红码”或“黄码”的考生； 

2.经现场确认有体温异常(≥37.3℃)或呼吸道异常症状的考生； 

3.笔试前 21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尚未完成隔离医学观察等

健康管理的考生； 

4.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或次密接者，尚未完成隔离医学观察等健康管理的考生； 

5.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

感染者，尚在随访或医学观察期内的考生； 

6.笔试前 7天内有本土疫情发生的县(市、区、旗)旅居史，正在

实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及居家健康监测的考生； 

7.按“来（返）昆人员新冠疫情防控风险地区名单”，有 A、B、

C 类地区旅居史，需实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及居家健康监测的考

生(注：A、B、C 类地区具体名单由“昆明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发布)； 

8.笔试当天未按要求提供相应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及其他有关证

明的考生。 

六、为避免影响，有国(境)外旅居史的考生，应按照疫情防控

有关规定，接受相应隔离观察、健康管理和核酸检测后，按照上述

第四款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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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考生如因有相关旅居史、密切接触史等流行病学史被集中

隔离或居家隔离等情形，无法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参加笔试的，视为

自动放弃考试资格。仍处于新冠肺炎治疗期或出院观察期，以及其

他个人原因无法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参加笔试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

考试资格。 

八、请考生注意个人防护，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除核验身份

等临时摘除口罩外，其他应当全程佩戴口罩。 

九、考试期间，考生要自觉遵守考场秩序，保持安全距离，服

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考试结束后按规定有序离场。考生在笔试过

程中被发现或主动报告身体不适，经复测复查确有发热、咳嗽等呼

吸道异常症状，不再参加此次笔试，应配合到就近的医院发热门诊

就诊。 

十、鉴于近期国内疫情多点散发，考试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将根

据国家和云南省、昆明市疫情防控的总体部署和最新要求进行动态

调整。请考生密切关注昆明市最新防疫要求，并严格按相关规定执

行。 

十一、考生应持本人签署的《考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暨承

诺书》赴考，承诺已知悉告知事项和防疫要求。如违反相关规定，

自愿承担相关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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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等造成不良后果的，取消考试资格，终止考试；如有违法情况，

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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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已知悉并理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调查规划院考生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暨承诺书》中采取的有关防疫措施，保证遵守

相关规定，承诺如实报告个人情况，如有违反，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并接受相应处理。 

请抄写上述划线内容： 

                                                                          

                                                                          

                                                                          

                                                                          

 

 

承诺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 

（请于考试当天将此表交工作人员核验） 

姓   名   性   别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健康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行程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是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考前 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6月 15日（含）以后） 阳性□  阴性□ 

1.考试当天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

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属于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

接触者 。 
是□   否□ 

3.考前 14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是□   否□ 

4.考前 14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 是□   否□ 

5.考前 14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否□ 

6.考前 14天内与来自国（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7.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2至 6的情况。 是□   否□ 

其他需说明的

情况 
  

本人承诺：我已逐项如实填报健康信息，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严重

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2022年 6月 17日 



国际竹藤中心三亚研究基地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指引 

（北京考点） 

 

为保障考生生命安全及 2022年度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笔试工作

顺利进行，结合北京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政策要求，制定

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引： 

一、考生要密切关注并严格遵守居住地和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

最新要求及交通出行规定。考前 14日内不前往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不出国（境），不参加聚集性活动，确保考试期间身体状况良好。 

二、考生须提前申领“北京健康宝”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

程卡”（行程码），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三、因当前疫情不断变化，请考生及时了解防疫政策动态调整

情况，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可使用“国务院客户端”微信小程

序查询）。近一个月内有过出国（境）史或接触过中高风险地区人员

的，未解除健康监测不能参加考试。 

四、考试当天，考生应提前 90 分钟到达考点，持本人 48 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纸质版、电子版均可），主动出示有效身份证

件和准考证，扫码测温，“健康码”、“行程码”为绿码且现场测温不

高于 37.3℃的方可进入考点。请考生采取合适的出行方式前往考点，

如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须做好个人防护。 

五、考试期间发现有发热（体温≥37.3℃）、干咳、乏力、咽痛、



 

嗅觉减退、腹泻等症状的考生，应及时报告并自觉服从考试现场工

作人员管理。 

六、考生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或无呼吸阀的 N95口罩，除核验

身份外，须全程佩戴口罩，且在考点划定区域内活动，严禁在规定

区域以外活动。考试结束后，应听从考点工作人员指挥，依次、有

序离开考场、考点，不得在考场、考点附近聚集。所有送考、陪考

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考点。 

七、违反防疫规定，隐瞒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

疫情防控信息，提供虚假防疫证明材料（信息）的，将取消考试资

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八、考生应认真阅读本指引和《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附后），

考试当天将填报好的《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提交工作人员核验，

承诺已如实填报健康信息，自愿承担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的严重

后果，接受相应处理。 

九、为确保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考

试疫情防控措施会根据疫情防控总体部署和要求适时调整，请及时

关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直属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网站相关通知信

息，积极配合和服从考试防疫相关检查和管理。 

预祝广大考生考试顺利！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 

（请于考试当天将此表交工作人员核验） 

姓   名   性   别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健康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行程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是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6 月 15日（含）以后） 阳性□  阴性□ 

1.考试当天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

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属于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

接触者 。 
是□   否□ 

3.考前 14 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是□   否□ 

4.考前 14 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 是□   否□ 

5.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否□ 

6.考前 14 天内与来自国（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7.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2 至 6 的情况。 是□   否□ 

其他需说明的

情况 
  

本人承诺：我已逐项如实填报健康信息，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严重

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2022 年 6月 17日 



   

 

国际竹藤中心三亚研究基地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指引 

（合肥考点） 

 

为保障考生生命安全及 2022年度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笔试工作

顺利进行，结合安徽省合肥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政策要求，

制定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引： 

一、考生要密切关注并严格遵守居住地和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

最新要求及交通出行规定。考前 14日内不前往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不出国（境），不参加聚集性活动，确保考试期间身体状况良

好。 

二、考生须提前申领安徽省“皖事通”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

行程卡”（行程码），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三、因当前疫情不断变化，请考生及时了解防疫政策动态调整

情况，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可使用“国务院客户端”微信小程

序查询）。有 1例及以上本土新冠感染者所在县（市、区，副省级

城市的街道）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副省级城市的街道）、

封控区、管控区旅居史的人员，或有境外旅居史的人员参加考试的，

要严格落实居住地和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要求及隔离政策，考前未

完成隔离管控等措施的，不能参加考试。 

四、考试当天，考生应提前 90分钟到达考点，持本人 48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纸质版、电子版均可），主动出示有效身份



   

证件和准考证，扫码测温，“健康码”、“行程码”为绿码且现场

测温不高于 37.3℃的方可进入考点。请考生采取合适的出行方式前

往考点，如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须做好个人防护。 

五、考试期间发现有发热（体温≥37.3℃）、干咳、乏力、咽

痛、嗅觉减退、腹泻等症状的考生，应及时报告并自觉服从考试现

场工作人员管理。  

六、考生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或无呼吸阀的 N95口罩，除核

验身份外，须全程佩戴口罩，且在考点划定区域内活动，严禁在规

定区域以外活动。考试结束后，应听从考点工作人员指挥，依次、

有序离开考场、考点，不得在考场、考点附近聚集。所有送考、陪

考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考点。 

七、违反防疫规定，隐瞒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

疫情防控信息，提供虚假防疫证明材料（信息）的，将取消考试资

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八、考生应认真阅读本指引和《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附后），

考试当天将填报好的《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提交工作人员核验，

承诺已如实填报健康信息，自愿承担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的严重

后果，接受相应处理。 

九、为确保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考

试疫情防控措施会根据疫情防控总体部署和要求适时调整，请及时

关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直属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网站相关通知信

息，积极配合和服从考试防疫相关检查和管理。 

预祝广大考生考试顺利！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 

（请于考试当天将此表交工作人员核验） 

姓   名   性   别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健康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行程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是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6 月 15日（含）以后） 阳性□  阴性□ 

1.考试当天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

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属于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

接触者 。 
是□   否□ 

3.考前 14 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是□   否□ 

4.考前 14 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 是□   否□ 

5.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否□ 

6.考前 14 天内与来自国（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7.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2 至 6 的情况。 是□   否□ 

其他需说明的

情况 
  

本人承诺：我已逐项如实填报健康信息，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严重

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2022 年 6月 17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监测中心 

2022 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疫情防控指引 

 

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和考务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确保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直属事业单位 2022年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初

试（第一批）笔试工作顺利进行，结合大兴安岭地区的防疫政策，

制定国有林监测中心（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考生疫情防控要

求和措施，现告知如下，请所有考生知悉并遵照执行。 

一、防疫要求 

（一）大兴安岭区域内考生 

加格达奇区本地和提前已抵达加区的大兴安岭区域内其他县

（市、区）考生，需持当地核酸检测机构出具的 72小时内 2次核酸

检测报告（2 次核酸采样时间间隔至少 24 小时，纸质版、电子版均

可）进入考场。 

（二）大兴安岭区域外考生 

需提前向我区居住地或宾馆所在街道（社区）进行报备。考生

需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纸质版、电子版均可）抵达我区

（以样本采集时间为准，下同），必须在我区两站一场或公路卡口进

行落地即检后方可入区。并于考试前 48小时，自行前往医院再进行

一次核酸检测。考试当天，如手机未能显示电子版检测结果，可凭

手机缴费记录进入考场。 

（三）有涉疫地区旅居史考生 



1.考前 14天内有国内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涉及

所在街道、小区旅居史、接触史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2.考前 7天内，有国内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涉及

所属县、市（县级）、区旅居史、接触史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3.考试前一天未解除集中隔离、居家隔离人员，不得参加考试。 

4.居家健康监测人员，龙江健康码和防疫行程码均为绿码，且考

前 48小时内 2次核酸检测无异常的，需提前向我区居住地或宾馆所

在街道（社区）及招考办公室报备后，可参加考试。 

二、考生自我健康管理 

（一）考生在备考期间务必做好个人防护，考试前 14天尽量留

在居住地，并进行自我健康监测。 

（二）考生抵加格达奇区后，要坚决做到“三不聚”，尽量减少

外出，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随意出入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 

（三）考试当天，考生要做到居住地与考点之间“两点一线”。

考试期间考生应全程佩戴口罩，注意保持安全距离。 

（四）鉴于目前国内多地疫情频发，考生要提前了解考点所在

地疫情防控政策，自觉遵守防疫有关要求。对于刻意隐瞒、伪造信

息、材料或者不如实报告发热史、旅居史和接触史，以及在考试疫

情防控中拒不配合的考生，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并视情况追究相

应责任。 

三、考生进入考场前 

（一）请考生在考前 90分钟到达考点，自觉遵守考点防疫有关



要求，服从工作人员管理。考生应在考前申领“龙江健康码”和“通

信大数据行程卡”，进入考点时供工作人员查验。“龙江健康码”和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显示绿码（当日更新），核酸检测报告结果为

阴性，体温查验＜37.3℃，且无异常情况的，可入场参加考试。 

（二）考试当天，考生体温测量≥37.3℃者、“龙江健康码”黄

码者，由现场卫生防疫专业人员综合研判是否具备正常参加考试的

条件。条件允许的，在备用隔离考场考试。 

（三）考试当天“龙江健康码”显示为红码和不在隔离管控范

围内的黄码人员，以及防疫行程卡带“*”号人员，需经区疾控部门

研判后，视研判情况参加考试。 

（四）有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或丧失、鼻塞、流

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十类症状”人员，除核酸检测阴

性报告外，需持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方可进入考点。 

四、考生咨询电话 

加格达奇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咨询电话：0457-2749011 

考务问题咨询电话：0457-6118077 

 

附件：加区各街道（社区）、乡（村）24小时报备电话表



附件 

加区两乡六街道人员往返 24小时报备热线电话表 

1 

白桦乡 

乡政府 2192301、15245789913 

2 白桦村 18845717788 

3 东山村 13845775633 

4 双合村 13846598948 

5 加南村 18104578800 

6 五岔沟村 13845779935 

7 

加北乡 

乡政府 2143806 

8 加北村 15904571093 

9 幸福村 13845737745 

10 五一村 18845749992 

11 

红旗街道 

办事处 2108819 

12 安悦社区 2108817 

13 阳光社区 2108816 

14 青松社区 8979959 

15 

光明街道 

办事处 2180015 

16 恒友社区 2180116 

17 东山坞社区 2195667 

18 机场路社区 2170227 

19 

长虹街道 

办事处 2165688 

20 长青路社区 2166388 

21 鑫源社区 2168788 

22 春城社区 2199091 

23 

曙光街道 

办事处 2182406 

24 营林社区 2180017 

25 康庄社区 2180027 

26 光华路社区 2753500 

27 

卫东街道 

办事处 8999006 

28 北秀社区 8999005 

29 九千三社区 8941344 

30 

东山街道 

办事处 8999001 

31 路园社区 2157915 

32 朝阳社区 2157920 

33 铁工社区 8999004 



考生健康情况承诺书 

（请于考试当天将此表交工作人员核验） 

姓   名   性   别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健康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行程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是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6 月 15日（含）以后） 阳性□  阴性□ 

1.考试当天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

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属于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

接触者 。 
是□   否□ 

3.考前 14 天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是□   否□ 

4.考前 14 天内有国（境）外旅居史。 是□   否□ 

5.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否□ 

6.考前 14 天内与来自国（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7.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2 至 6 的情况。 是□   否□ 

其他需说明的

情况 
  

本人承诺：我已逐项如实填报健康信息，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严重

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2022 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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