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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部队岗位需求与地方应征青年专业特长精准对接，今年从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士官（简称直招士官）工作将与下半年义务兵征集同步展开，
8月1日开始，9月30日结束。网上报名流程将作相应调整：首先，按照部队所提需
求，依托全国征兵网面向社会公开发布招收信息，组织网上报名；其次，系统梳理各
地符合专业要求的高校毕业生报名信息；最后，根据各地应征报名情况，下达各省
（区、市）招收计划。

一、报名时间和方式
全国征兵网直招士官网上报名开通时间为2020年5月15日，截止时间为8月

15日，广大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可登陆“全国征兵网”报名应征（报名网址：http://
www.gfbzb.gov.cn）。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依据7月1日全国报名情况，研究制定各
省（区、市）具体招收专业和计划，希望广大应征青年尽量在6月30日前完成网上报
名。报名人员因招收专业和员额限制未被录取的，仍然可以参加义务兵征集。

二、招收对象和条件
招收对象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往届毕业生，男性，未婚，年龄24周岁

以内（1996年1月1日以后出生），所学专业符合2020年直招士官专业范围。招收
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所在高校和所学专业已开展职业技能鉴定的，应当取得
国家颁发的中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政治条件和体格条件分别按照《征兵政治考
核工作规定》、《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及有关规定执行。

优先招收中共党员、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军人子女、烈
士子女。优先招收应届毕业生；优先招收参加一线疫情防控任务医护人员的普通
高等学校毕业生子女；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两个专业优先招收原
公安消防部队定向培养士官生。

三、招收专业

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2020年从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士官简章

四、招收程序
直招士官按照网上报名、体格检查、政治考核、专业审定、批准入伍、签订协议、交

接运输的程序办理。区县征兵办公室负责组织对报名人员进行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
合格者由区县征兵办公室会同学校或者有关部门进行专业审定。对体格检查、政治
考核、专业审定合格者，经全面衡量，择优批准服现役，并签订《招收士官协议书》。

五、相关政策待遇
（一）经直接招收入伍的士官，由批准入伍区县征兵办公室发放《应征公民入伍

通知书》，其家庭享受军属待遇。
（二）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

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
（三）直招士官在服役期间表现优秀、符合有关规定的可以按计划选拔为现役

军官。
（四）直招士官入伍后首次授衔级别，由所在部队按照审批权限下达士官任职命

令，并授予相应军衔。招收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其高中（中职）毕业后在国家规
定学制内在校就读的年数视同服现役时间；其中，普通本科毕业生入伍后授予下士
军衔，服役满1年后授予中士军衔；高职（专科）毕业生入伍后授予下士军衔，服役满
2年后授予中士军衔，月工资均在5500元以上，具体金额由军兵种和工作岗位确定。

（五）直招士官符合退休、转业或者复员条件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分别作退
休、转业或者复员安置；符合退休或者转业条件，本人要求复员经批准也可以作复
员安置。符合转业条件以转业方式退出现役的、符合退休或者转业条件以复员方
式退出现役的，由入伍前常住户口所在地县（市、区）或者上一级政府接收、安置，也
可以由其父母、配偶或者配偶父母常住户口所在地县（市、区）政府接收、安置；其他
以复员方式退出现役以及因故不能退休、转业或者复员方式退出现役的，由入伍前
或者父母常住户口所在地县（市、区）政府接收。

专业类别

公安管理

公安指挥

政治学

安全

兵器

餐饮

测绘

地质

电力技术

测绘地理
信息

电子信息

航空航天

航空运输

航空装备

化工技术

高职高专（专科）专业名称

部队后勤管理

消防指挥

救援技术、安全技术与管理

中西面点工艺、烹调工艺与营养、营养配餐

钻探技术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供用电技术

地图制图与数字传播技术、测绘地理信息
技术、工程测量技术、测绘工程技术、测绘
与地质工程技术、导航与位置服务、摄影测
量与遥感技术

声像工程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应用电
子技术、电子测量技术与仪器、光电技术应
用

民航运输、飞机机电设备维修、航空地面设
备维修、通用航空器维修

飞行器制造技术、飞行器维修技术、飞机机
载设备制造技术、航空电子电气技术、无人
机应用技术

工业分析技术、石油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
术、化工装备技术

本科专业名称

国际政治

安全工程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武器系统与工程、武
器发射工程

烹饪与营养教育

遥感科学与技术

地质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测绘工程、导航工程、地理信息科学、遥感科
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信
息工程

航空航天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
制造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环境与
生命保障工程、飞行器质量与可靠性、飞行
器适航技术、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无人
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

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

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
器动力工程、航空航天工程

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过程装备与控
制工程

专业类别

环境保护

建筑设计

机电设备

机械设计
制造

建设工程
管理

建筑设备

煤炭

热能与发电
工程

食品工业

市政工程

水利

计算机

水利工程与
管理

水上运输

船舶与海洋
工程装备

汽车制造

道路运输

通信

土建施工

土木

仪器

自动化

财务会计

工商管理

文化服务

物流

海洋科学

体育

健康管理与
促进

高职高专（专科）专业名称

核与辐射检测防护技术

建筑设计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数控设备应用与维
护、机电设备安装技术、制冷与空调技术

机械设计与制造、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数控
技术、精密机械技术、电机与电器技术、机
械装备制造技术、焊接技术与自动化、数控
技术

建设工程管理（建筑工程管理方向）、建设
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建设工程管理、建筑
经济管理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
技术、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消防工程技术

矿山机电技术

核电站动力设备运行与维护

食品质量与安全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给排水工程技术

软件技术、云计算技术与应用、计算机应用
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系统与维
护、软件与信息服务、计算机信息管理、数
字媒体应用技术、嵌入式技术与应用、信息
安全与管理、数字媒体应用技术(多媒体设
计制作)、动漫制作技术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

航海技术、船舶电子电气技术、船舶检验、
轮机工程技术、船舶工程技术、水上救捞技
术

船舶机械工程技术、船舶电气工程技术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汽车电子技术、汽车造型技术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公
路机械化施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智能交通技术运用、汽车运用安全管理

通信技术、移动通信技术、通信系统运行管
理、光通信技术、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建筑工程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液压与气动技术、机电一
体化技术

财务管理、会计、审计、会计信息管理

图书档案管理

物流管理、物流信息技术、采购与供应管理

运动训练（田径、定向越野、篮球、排球、沙
滩排球、滑雪、跳伞、帆船、击剑、摔跤、跆拳
道、滑冰、射箭、体操）、运动训练（足球）、运
动训练、社会体育、体育保健与康复

心理咨询、医学营养

本科专业名称

应用化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机械
电子工程

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程造价、工程管理、土木工程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核工程与核技术

食品质量与安全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物联网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智能科学
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
工程、信息安全、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数字
媒体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水利水电工程

航海技术、轮机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船舶
电子电气工程、救助与打捞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

车辆工程

车辆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机械工程、
物联网工程、汽车服务工程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工程

土木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档案学

物流管理

海洋技术

运动训练（足球）、运动康复、运动训练、体育
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专业类别

气象

大气科学

统计学

畜牧业

林业

农业

渔业

新闻出版

新闻传播学

语言

中国语言文学

公共卫生与
卫生管理

护理

康复治疗

临床医学

药学

医学技术

表演艺术

艺术学

广播影视

音乐与舞蹈学

高职高专（专科）专业名称

大气科学技术、大气探测技术、应用气象
技术、防雷技术

饲料与动物营养、动物防疫与检疫

园林技术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现代农业技术

水产养殖技术

网络新闻与传播、图文信息处理

应用韩语、应用越南语、应用外语（缅甸
语、印度语）、应用阿拉伯语、应用英语、
应用外语

卫生监督

护理

康复治疗技术

针灸推拿、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
中医骨伤

药学、中药学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口腔医
学技术、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放射治疗
技术

舞蹈编导、舞蹈表演、音乐表演、作曲技
术、音乐制作、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摄影摄像技术、新闻采编与制作、影视多
媒体技术、新闻采编与制作、播音与主持、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本科专业名称

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

大气科学

应用统计学

园林

新闻学、数字媒体技术

广播电视学

朝鲜语、越南语、缅甸语、印地语、乌尔都语、
普什图语、阿拉伯语、日语、英语、俄语、马来
语、泰语

汉语言文学

卫生监督

护理学

康复治疗学

针灸推拿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
护理学

药学

医学检验技术、卫生检验与检疫、医学实验
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口腔医学技术

舞蹈编导、音乐表演、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
术理论、舞蹈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
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播音
与主持艺术

舞蹈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会乐器）、
舞蹈编导、影视摄影与制作、表演、音乐表演

影视摄影与制作、新闻学、广播电视学、摄
影、数字媒体技术

音乐表演（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
萨克斯管、小号、圆号、长号、次中音号、大
号、西洋打击乐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键盘乐、竖琴）

□本报记者 赵迎昭

近日，博物馆界知名新媒体平台“博
物馆头条”公布“2019年度中国博物馆
参观量100强”榜单，重庆红岩革命历史
博物馆（以下简称“红岩博物馆”）以
1150万人次位居全国博物馆2019年游
客接待量第二位，仅次于故宫博物院。

这家博物馆魅力何在？又将如何进
一步发展？5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就
此进行了采访。

创新“走出去”形式
提升红岩品牌影响力

5月22日10时55分，一辆从渣滓
洞开来的旅游大巴徐徐停在白公馆停车
场，陕西游客杜女士说：“红岩博物馆下
辖很多景区，而且都是免费参观，真是不
虚此行。”

红岩博物馆文旅资源非常丰富。十
余年来，该博物馆将数十处文物遗址有
效整合、联点成线，目前该馆已荣获国家
一级博物馆、全国十大红色旅游景区、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称号。

红岩博物馆党委书记朱军说，红岩
博物馆不断创新，有效增强红岩精神的
传播深度。2019年，该馆推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等22个精品展览，开展

“让烈士回家”、“让小萝卜头进校园”、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精品巡展等数百场宣教
特色活动。一系列活动的举办，提升了
红岩品牌影响力，游客纷至沓来。

为主题教育搭台
提升红岩党性教育基地辐射力

5月21日，红岩党性教育基地2020
年现场专题课程教学比赛在红岩村举
行。获得比赛一等奖的卢叶已在红岩做

了20年讲解员，她和5位同事历时一个
月策划的课程《巾帼心向党 两“秀”耀
中华》，讲述了烈士杨汉秀和时代楷模黄
文秀坚守初心和使命的故事。

“教员和讲解员经过千锤百炼，才能
讲好讲深讲透讲精红岩故事，进一步提
高红岩党性教育基地的影响力和辐射
力。”朱军说，2019年该基地立足重庆、
面向全国，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服好务、搭好台。去年，红岩博物馆
专题培训党员2.81万人次。主题教育
期间，专题培训党员7424人次。

2019年7月25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专题展览分别在红岩革命纪念馆
和歌乐山红岩魂广场同时开展。红岩博
物馆为前来开展主题教育的党员干部推
出看一次展览、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十
个一”系列活动，备受好评。

从六方面提档升级红岩景区
建设全国一流红色旅游目的地

“观众对红岩文化旅游的需求越来
越高，这对红岩景区建设发展是一次难
得的机遇。”朱军说。

朱军说，接下来，红岩博物馆将从6
个方面全面提档升级红岩景区：一是着

力实施红岩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工程，整体
打造“红色三岩”（红岩村、曾家岩、虎头
岩）文化品牌；二是推动整合全市红色资
源和研究力量，努力打造重庆“红色智
库”；三是加强成渝两地各大红色景区的
交流合作，打造西部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示范区；四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推进
实施红岩数字化展示中心、红岩文化旅游
产业基地、红岩文化旅游研学基地三大文
旅融合项目；五是实施红岩精神宣传传播
工程，着力实施“革命历史类博物馆教育
进校园示范项目”；六是壮大党性教育基
地，做大研学旅游产业，发展新兴产业。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去年接待游客1150万人次

接待量居全国博物馆第二位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5月 23
日，凯德集团（中国）发布消息，国内首
座“横向摩天楼”重庆来福士水晶连廊
将于5月30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位于重庆两江交汇处250米高空的
水晶连廊，横跨4栋高楼顶部，长300
米、宽32.5米、高26.5米，面积约1万平
方米，相当于一座“躺着建的摩天大
楼”。连廊内，110多棵高大乔木，构成
一片空中热带雨林。

凯德集团（中国）相关负责人介绍，
水晶连廊涵盖探索舱·观景台、俱乐部和
空中花园餐厅及酒吧。其中，即将于5
月30日亮相的探索舱·观景台，以“探
索”为主题，将城市人文地理、科幻未来
融入其中，从地面到空中形成了独特纵

向观景布局。
其中在地面部分，有“城市起源”“发

现重庆”“摩登时代”“西部之门”“开眼世
界”和“参与未来”6个主题展区。在这
里，游客可通过现场展示的图片、视频及

“川话洋学堂”“民国相馆”等互动装置，

感受重庆的人文魅力，了解重庆的城市
变迁和发展。

空中区域位于L47层高空水晶连廊
的嘉陵江一侧，由面积约1500平方米的
室内和室外平台组成。在这里，游客可
在5个5D体感火星主题展区开启“火星
之旅”，探索未来；还可在250米高空从
不同方位俯瞰“两江四岸”美景，在悬挑
透明玻璃地板上感受高空漫步的惊险与
刺激。

国内首座“横向摩天楼”

重庆来福士水晶连廊5月30日开放

□本报记者 夏元

当5G、AR（增强现实）等信息技
术和设备，经过工业互联网平台装配
到传统企业生产线上，会产生怎样的

“火花”？
5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

江北区海尔工业园滚筒洗衣机生产
线，希望在这个国内领先的“白色家
电”互联工厂，寻找到答案。

记者在该互联工厂看到，每条生
产线上方都挂有多块电子屏，实时显
示产能、仪表运行状态、质量管控系
统等多种生产数据。电子屏下方，运
用5G技术实现自动化作业的机器
臂往复不停，对洗衣机内筒进行激光
精密焊接和自动化装配。

“激光焊接比人工操作强度更
高，精度更准。”内筒生产负责人邓
彬向记者展示了两块焊接板材，由
人工焊接的焊板厚度在 5 毫米上
下，而通过机器臂进行激光焊接的
焊板厚度仅约2毫米，不仅更精准
且强度也更高，板材不会弯折变
形。

邓彬称，以上这套由卡奥斯
COSMOPlat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
的5G技术及应用，帮助工厂实现生
产设备互联和远程交互应用，推动产

能提升四成，良品率提高到99.8%，
还节省近一半人力。

外观看起来像一幅高端眼镜的
AR远程维护装置，则是海尔互联工
厂另一项“黑科技”。

海尔互联工厂生产线上有不少
设备都是从德国、新西兰等引进。在
日常生产中，每当工作人员遇到操作
难题，只需戴上AR眼镜，就能与万
里之外的设备厂商技术专家进行实
时协助交互，后者可以从第一视角获
知现场生产情况，“远程问诊”指导完
成故障处理。

“能够让 5G、AR 等技术在互
联工厂得以运用，都是基于卡奥斯
COSMOPlat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
支撑。”海尔数字科技公司负责人
表示，海尔从 2018 年 4 月开始对

“5G+工业互联网”进行探索，开展
了多个“5G+多技术多场景”跨界
融合集成测试，其推出的卡奥斯
COSMOPlat 工业互联网已实现

“5G+机器视觉”、“5G+AR”等平台
化管理。

据介绍，海尔数字科技公司自
去年10月落户重庆以来，其研发的
卡奥斯COSMOPlat工业互联网平
台已带动本地200多家涉及汽摩、
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上

“云平台”。该平台今年将推动5G
技术向更多传统制造企业赋能，助
力更多中小企业上“云平台”，为其
节省生产、采购、物流等环节的运营
成本。

工业互联网技术为海尔赋能
用5G 互联工厂产能提四成 还可用AR“远程问诊”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
员 黎明）“多亏有了40万元贷款，
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而且不需抵
押物，贷款利率也很低。”近日，南川
区老灶房中餐店店主张述明说。

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3月
以来，南川区加大融资担保力度，组
织10家商业银行累计为1436家小
微企业放款8.8亿元，为不少企业解
决了燃眉之急。

“我们由区财政投资3亿元注册
成立宏耀担保公司，加大融资担保和
转贷应急支持力度，也组织辖区内

10家商业银行迅速推出了系列信贷
产品，充分开发利用纯信用、他人信
用保证担保、应收账款抵押、股权质
押、税易贷、订单贷、知识价值信用贷
款、商业价值信用贷款等方式，增加
信用贷款发放额度。”南川区有关负
责人表示，在线上，南川区国资金融
办、区工商联组建了“金融支持企业
融资工作群”，将收集的辖区银行机
构信贷产品和各行业收集的企业需
求上传至群里，供企业和银行相互比
选，让信息传递更及时、更高效，并每
天跟踪银企对接进展情况。

南川1436家小微企业获8.8亿元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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