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市发改〔⒛2I〕 3号

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转发 《广东省公务员

录用、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
工作指引 (试行 )》 的通知

市各单位,各县 (市、区)发展改革局 :

现将《广东省公务员录用、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工作指

引 (试行 )》
(粤发改信用 〔2020〕 铝2号 )(以 下简称《工作指引》)

转发给你们,请做好贯彻执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分级报送

市直单位录用、调任公务员人选社会信用记录的查询申请,由

市发展改革局负责统一接收。各县 (市、区)单位录用、调任公务

员人选社会信用记录的查询申请,由各县 (市、区)发展改革局负

责统一接收后,集中上报市发展改革局。



属于市管干部调任的,按 《工作指引》规定执行;省直驻梅有

人事权的单位,参照市直单位执行。

二、工作要求

市直单位提出查询申请的,应按《工作指引》要求提供完整信

息资料并封存后 (加盖骑缝章),送市发展改革局。市直单位对其

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协助市发展改革局开展政策宣传

工作。

各县 (市、区)发展改革局根据《工作指引》要求落实业务对

接,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做好统筹报送、档案管理和台账记

录工作,共同推进查询业务规范化管理。

三、报送时限

市发展改革局统一在每周五 (遇法定节假日自然顺延 )下午,

集中全市查询申请分批上报省发展改革委。市直单位、县 (市、区)

发展改革局应于每周五上午下班前,将查询申请报送至市发展和改

革局 (财政金融与信用建设科,彬芳大道南 161号市发展和改革局

大楼ω7房 )。

附件:广东省公务员录用、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工作

指引 (试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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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L,。 。。丿

抄送:市委组织部。

2021年 1丿目 5 日印苈之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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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鑫谶菝展搬跏鼹蠢掇会痧搀

粤发改倌用 〔2θ2θ )铝2号 签发人:葛长伟

关干印发 啜广东省公务员录用、调枉大选

社会信用记录查洵工作指引
(试行糁的通知

省直各单位,中 苴驻粤有关单位,各地级以上市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牵头部门:

为推动公务员录用、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根据新修订的 啜公务员法》《公务员录用规定》《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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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公务员录用、调任入逸社会倌用

记录蛮询工作指引 《试行 》

笫⋯章 总则

笫一条 为洳强政务诫倌建设”推动全省公务员录用、调任人

选挂会信用记录查询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根据 《公务员法》《.公

务员录用魏定》《公务员调任趣定》以及 啜国家发展改萆委办公厅

关于扎实儆妤公务员录用、澜任人遘社会辖用记录查询工昨的通

知》(发 改办财金 〔2θ2θ 〕5⒓ 号 )要求,制 定本工作指引。

笫二条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全省各地各部门公务员录用、调任

人遘社会镩用记录查掬工作,中 苴驻粤萆位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

单位参照本工作指引执行。

第三条 省发展改莩委负责提供全省公务员录用、调任人选社

会倌用记录查询躐务”并反镄查询结果”为全省各级巍关组织人

事部门履行查询程序提供保障。

第四条 查询录用、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侬托奎国统一的

“公务员录用、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系统
”
进行,按照圃家

规定由省发展改革委统一登录操作查询。

第二鼙 蛮询申慵和办理

笫五条 公务员录用人遘社会倌用记录查询申请应在考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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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结果为被 gll入 失倌联合惩戚对象的。查询申请单隹应于

收all查询结果 3个工作 日内告知被查询对象。

笫十条 查询申请单位对查询结果有异议的,应于收gll查询结

果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向省发展豉萆委提出异议申请。

被查询对象对查询结果有异议的,应 于蛱到查询结果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向查询申请单位提出,查询申请单位应于 3个工作 日

内向省发展改革委提出异议申请。

窗发展坡萆委蚊all异 议申请之 ¤起 3个工作口内向囝家公共

倌用倌息中心申请异议复核,井于收到异议复核结果之 日起 3个

工作 日内告知异议申请单位含异议申请单位收到异议复核绪果后

应于 3个工作日内告知被查询对象。

第十一条 省发展改革委与省委缀织部建立沟通机+ll,定期通

报社会倌用记录查询工作推遘慵况,并 向其他机关提供电话咨询

服务,全面儆妤社会瞎用记录查询躐务支撑工作。

第四章 安全保障和监督管理

笫十二条 省发展改革委建立录用、调任人选拄会信用记录查

询工作台账,对查询申请记录逐一登记,纳入台账管理。

对已办结的查询申请灾件,严格按照档案管理相关规定遘行

丿彐扌当。

笫十三条 省发展改革委加强录用、调任人选拄会倌用记录查

询工作的安全管理,安排专机专尚负责查询工作,强化岗位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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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丰≡孛饣″
"∴

关于申请查询荥用 (!猊任 )人选

社会镱用记录的函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j

按照《公务员法》以及《公务员录用规定》《公务员调任溉
.定

》

要求丿现商请你单隹协助查询录用 (调任》人选 (珞 革附后 )晦

挂会倌用记录。

联系人;-” 联系拭 .:-” 邮辘 址:XXX。

附件∶薮查询对簸名单 (姓名、公民身份诙号码、鸯询申请单

位》

茁 单位 (加盖公章 )

年 月 日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抄遘:省委组织鄯。

广东省发展改萆委办公室 2020年.1.?月 28诃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