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文化和旅滸局文件

宇文旅亦〔2019〕 80号

美子南京市 2019年

全国早鮮人員資格考減工作的通知

各有美単位 :

根据 《美子江沐省 2019年全国早落人員姿格考拭工作的通

知》(沐 文旅友 〔2019〕 127号 ),現就南京市 2019年全国早洋

人員姿格考拭工作通知女口下 :

一、撮名条件

(一 )中 学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 )具有高象中学、中等寺立学校或者以上学所 ;

(三 )身体健康 ;

(四 )具有遣泣早洋需要的基本知沢わ活言表迷能力。
「    二、扱名程序

で   全国早済姿格考拭扱る程序包括口上扱名、姿格常核、交費

利打印准考江四企不市。

(― )日上拒晃

即日起至 9月 20日 17:00,考 生可逍辻全国早済姿格考拭口

上扱名系坑完成回上扱名,日 址力 httpノ石ianguan。 12301.cn/(全国

旅洋監管服芥平台一―全国早洋姿格考拭扱名入口)。 屯肺 PC



端扱名入ロカ南京市文化和旅洋局官回,考生可通辻手机端扱

名,入 ロカ“南京文旅"(NJlvyou)微信公奈号共条文章内的ニ

象4健接。考生須上借符合要求的本人近期 1寸 白底免冠江件照

片、身分江掏描件 (包括正、反画面,身 分江有妓期須覆蓋考拭

日期 )、 学所江ギね描件井填扱信息,上借材料的具体要求参兄

全国早洋姿格考拭回上扱名系坑。考生多地重隻扱名元数。

(二 )介格中核

2019年早落姿格考拭扱銘常核釆用口上常核方式逃行。ヌ「

日起至 9月 30日 17:00,我 局負責対扱名信息逃行常核。姿格常

核週辻后,考生扱絡信息不能交更。

(二 )史費

2019年早落姿格考拭交費方式力国上交奏。考生通辻姿格

常核后,方可交費。交費裁止叶同力 2019年 10月 8日 17:00。

交費成功后,費用不予退透。

(四 )お印准考江

2019年 H月 22日 9:00起 ,考生可通辻口上扱名系坑下載

准考江井自行打印。

三、考武科目和考拭大銅

考生参カロ全国早洋姿格考拭,需 同時参カロ宅拭わ現場考拭。

已径取得中文“早洋姿格江ギ",需 装換外活選dII的考生 (以 下筒

称“カロ拭考生")供需参カロ現場考拭。宅拭釆取机考方式Iit行 ,科

ロカ政策々法律法規 (科 曰一 )、 早洋立券 (科 曰二 )、 全国早洋

基拙知沢 (科 曰三 )、 地方早洋基袖知沢 (科 目四 )。 現場考拭科

ロカ早洋服券能力 (科 曰五 )。 科目一、二合井力 1張拭巻逃行

淑1拭 ,科 目三、四合井力 1弦拭巻逃行淑1拭 ,毎張拭巻満分 100

分,考拭叶同均力 90分針。現場考拭接 《全国早洋人員姿格考

拭現場考拭工作林准 (拭行 )》 有美規定執行。



2019年全国早落姿格考拭大綱已径友布,考生可遭辻文化

和旅洋部政府11声 回靖 (htり′′
…

.mct・gOVcn)査看、下載。

五、科目五 (現場考武 )要求

1.考武方式:南京早洋現場考拭以室内模似考拭方式逃行 ,

景点琲解不市配合祝叛画面 (現場考拭有美祝叛従接 8月 23曰

起公布在“南京文旅"(NJlvyou)官 方微信共条文章内 )。 力了仝

面准碗地淑1拭考生的基本能力,現場考拭叶同中文炎考生一般毎

人不少千 15分 41r,外活炎考生一般毎人不少千 25分針。

2.考武内容 :中 文炎考生現場考拭内容包括:城市概況、

景点琲解、早洋規疱同答、泣交能力同答以及妹合知沢同答。外

活炎考生羹須用所考活紳泣考,除 以上内容外,外活炎考生迩需

増カロロ澤淑1拭。中文炎現場考拭景点有中山陵、明孝陵、ス谷寺、

夫子店 A、 夫子店 B、 南京城垣寺中学日城堡、′こ坑府 A、 恙坑

府 B、 牛首山、大扱恩寺、侵牛曰写南京大屠荼過准同胞妃念備。

外悟炎現場考拭景点:中 山陵、明孝陵、夫子店、中学 11、 恙坑

府、侵準日写南京大屠荼過准同胞妃念竹。

3.考武妥未:根据早洋泣具各的基本能力和未反要求,現

場早洋考拭杵八活吉表迷、供表ネL供 、景点琲解、早済規疱、泣

交能力、妹合失ロス、口澤 (外選炎考生 )等方面逃行淑1拭 。

力規疱仝省早洋現場考拭,2019年対各市中文及外文炎現

場考拭景点的琲解内容、沸解叶同作了明碗要求,具体要求参同

四、考武吋同

考 拭 科 目 考 拭 叶 同

科 目一、科 ロニ 2019∠午11り1 30 日 9: 00--10: 30

科 目三、科 目四 20194■ 11,呵 30 日 10: 30--12: 00

科 曰五 (江 沐省現場考

拭 )

2019年 H月 30日 宅拭后至 12月 25日 同姐鉄

完成



《早落服券能カー江沐現場考拭指南(2019版 )》 中的相美内容。

現場考拭中的景点琲解不市立芦格接照手般中所夕1内 容和

要求i4_行考核汗分,現場考拭提日以《早洋服券能カー江沐現場

考拭指南 (2019版 )》 所渉及内容力主,景 点琲解后的景点如沢

提同不超出指南疱曰。

六、考武llt費

早洋姿格考拭牧費林准力 310元 /人 ,其 中:扱名奏 10元 /

人,考拭費 300元 /人 (其 中現場考拭牧奏林准力 120元 /人 )。

七、考武結果公布

考生的考拭結果以宅拭成鏡、現場考拭成墳利恙成妖分男1え|

定分数銭。宅拭成装、現場考拭成須わ恙成須均満足え1銭 要求的

力合格。カロ拭考生的考拭結果以現場考拭咸鏡満足え1銭 要求力合

格。考生的考拭成須供当年有妓。

2020年 2月 21日 9:00起 ,考生可登陪全国早洋姿格考拭口

上扱絡系坑査洵考拭結果。

人、成鏡夏核

考生需要対考拭咸須Ii■_行夏核的,可 自考拭結果友布え曰起

5企工作 曰内提出隻核申清,隻核結果力最終結果。考拭成須夏

核工作接 《全国早洋人員姿格考拭管理亦法 (拭行 )》 有美規定

亦理。

九、江事核友

対考拭結果合格的考生,省坂文化和旅洋主管部日受文化わ

旅洋部委托頒友“早洋姿格江ギ"。 早滋姿格江ギ原只1上須由本人

頷取,碗 因特殊原因本人不能未自頷取的可由化人代頷,代頷叶

須出具早洋姿格江ギ本人
～

代頷人的身分逓原件以及隻FF件、早

洋姿格江ギ本人写的代頷委托ギ(委托ギ上要写明本人以及代頷

人的身分江号,本人不能未自至1場頷取姿格江ギ的原因,井在落



款上答字接手Fr)。 核友叶,格対考生扱名姿格逃行再次現場常

核 (新考考生需査詮身分江原件、学所江ギ原件,カロ拭考生需査

詮身分江原件和姿格逓ギ原件 ),常核通辻者方可頒友“早落姿格

江ギ"。

十、考武用事及参考資料

考拭教材由考生自尽殉采。2019年江沐省現場考拭指定用

ギ及参考資料力 :《 早洋服券能カー江沐現場考拭指南 (2019

版 )》,女口需賄要,可登永夭猫,捜索“江亦人民出版社圏ギ旗肌

店 "逃 店 賄 采 。 本 ギ ロ 絡 殉 采 唯 一 官 方 従 接 :

tow2readocottlink/0000bs(隻 十1地址至泳1克器可宣迷 ),或 用淘宝

“担一相",相描以下二象4宣接殉采。早済考拭輔早教材信息清

美注“江赤旅落培〕|"微信公余号。

南京旅洋現場考拭相夫祝叛従接兄我局官方微信毎日共条 :

(裁止曰期 2019年 12月 15日 )

(南 京文旅官方微信号 )

十一、其他事項

(一 )香港、澳日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扱考全国早洋姿

格考拭,接 《美子呑港、澳11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扱考全国

早洋人員姿格考拭有美事項的通知》(旅亦友 〔2008〕 174号 )

有美規定執行,扱銘辻程中也可提供中学人民共和国港澳居民居

住江供姿格常核。

(二 )台 湾居民扱絡参カロ全国早洋姿格考拭,須提交中学人

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江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陪通行江供姿格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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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台湾居民参カロ全国早落姿格考拭的其化要求々大陪地区考生

相同。

(三 )中 等取立学校旅落炎寺立 2020届 半立生可以扱名参

カロ考拭,考拭合格且取得半並江ギ,方可頷取“早洋姿格江ギ"。

(四 )我局杵根据工作逃晨情況,近叶在我局官回、官微上

友布有美考拭和工作信′息。

各〕等屯う言:687891894ケ真:68789176

地址:南京市江末中路265号

由

`吻

自: 210019

附件:《 美子香港、澳日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扱考全国

早洋人員姿格考拭有美事項的通知》

南京市文化和旅済局亦公室 2019年 8 ノ呵 23 日 `口 友

i市 文化和旅 )

19年 8月 23
メ _ ″ ヽ  1`

鑽
″`
ぼ



附件 :

美子香港、澳日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

根考全国尋鮮人員資格考減有美事項的通知

(旅亦友 〔2008〕 174号 )

各省、自治区、宣轄市旅滋局 (委 ):

2008年 6月 底 ,中 央IEX府 々港澳特区IEX府分男1答署了《CEPA

ネト充協洸五》,共 中,在旅洋項下升放的内容え―力:“允寺香

港、澳日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AN民参カロ内地早落人員姿格考拭。

考拭合格者依据有美規定頷取早洋人員姿格江ギ"。 現格港澳居

民扱考全国早済人員姿格考拭有美事項通知女口下 :

一、扱考条件

1.符合 《早済人員管理条例》第二条規定的扱考条件。

2。 呑港、澳11永久性居民中具有中国公民身分的港澳居民。

二、提交江件

1.身分江明:呑港、澳日永久性居民身分江;特男1行政区

伊照或香港、澳日居民来往内地通行江 (回 多江 )。 不能提交特

男1行政区伊照、来往内地通行近 (回 多江)的 ,庄提交特男1行政

区身分江明机美出具的未放奔中国国籍的相美江明。

2.半止江キ:香港居民須具有中五半立及以上学所;澳 11

居民須具有中六半立及以上学所。香港新高中学十1改革実施后 ,

対泣内地高中半立学所再作碗定。

3.身体健康江明:港澳特男1行 IEX区 政府llL准没立的医庁机

柏出具的健康近明,或 内地二象甲等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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扱絡叶,身体健康江明須提交原件;其化江件須提交原件和隻 F「

件,原 件径現場常詮后即行退口,隻 F「 件由受理扱格的旅洋行政

管理部日留存。

三、損考地点 :在呑港、澳日工作、学コ或者居住的香港、

澳日居民,至1声 末省旅済行政管理部日公布的扱名点扱銘;在 内

地工作、学可或者居住的香港、澳11居 民,可在片末省扱名,也

可以在内地居住地省坂旅洋行IEA管理部日公布的扱絡点扱名。

四、其他事項:考拭拭巻力筒体字,扱銘利作答可 自行逃

捧筒体字或繁体字。

2009年 1月 1日 起,香港、澳日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AN民

可扱考全国早洋人員資格考拭 ,扱銘及考拭的有美要求参兄各省

(区 、市)旅洋行政管理部日毎年全国早落人員姿格考拭通如公

告。港澳居民的扱考工作納入各省 (区 、市 )旅洋行政管理部日

坑一姐鉄実施的早済人員姿格考拭工作中。国家有美考拭的法律

法規、政策有調整叶,男 行逍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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