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司法厅政治部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

文件

云司政 〔２０２１〕５９号

云南省司法厅政治部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

关于做好２０２１年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政治考察

面试体检体能测试工作及云南司法警官

职业学院提前录取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州、市司法局,各州、市招生考试机构,云南司法警官职业

学院:

根据教育部、司法部有关文件精神,以及 «云南省招生考试

委员会关于做好２０２１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云招考

委 〔２０２１〕５号),参照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司法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公务员局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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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培养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 〔２０１８〕２０号),结合我省监狱、

强制隔离戒毒所录用人民警察的实际,为做好２０２１年中央司法

警官学院政治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试工作及云南司法警官

职业学院提前录取招生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政治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试

工作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在我省录取批次为提前本科批,录取前需

参加政治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试,并合格.

(一)政治考察

１考生需在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官网下载打印 «中央司法警

官学院２０２１年招生政治考察表»(每人一份),并尽快到户口所

在地公安派出所完成政治考察.

２政治考察合格的考生方可按要求参加面试、体检和体能

测试.

(二)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根据考生志愿从上了本科分数线的考生

中,按照学校招生计划数与考生人数１∶５的比例,以高考成绩

高低为序,确定参加面试考生名单.

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工作由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负责组

织实施.

１时间:２０２１年７月４日—５日 (８∶３０－１７∶３０).

２地点: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昆明市空港经济区大板

—２—



桥金盾苑１号).

３需携带的材料:经公安机关政治考察合格的 «政治考察

表»、身份证、高考准考证、一寸近期免冠照片３张.

４考生无需空腹.

５面试、体检的项目与标准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法部

法规教育司联合下发的 «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和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提前录取专业招生办法»(教学司 〔２００３〕１６号)及 «中央司法

警官学院２０２１年普高本科招生章程»的相关规定为准,考生可

登录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官网查阅.

６体能测试项目及合格标准:

性别 测试项目 合格标准

男

子

女

子

５０米 ７秒１以内 (含７秒１)

俯卧撑 １０秒内完成６次以上 (含６次)

立定跳远 ２３米以上 (含２３米)

５０米 ８秒６以内 (含８秒６)

仰卧起坐 １０秒内完成５次以上 (含５次)

立定跳远 １６米以上 (含１６米)

以上３个项目须全部进行测评.其中,有２个及以上合格

的,体能测试结论为合格.体能测试实行全程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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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考生对面试、体检、体能测试结果有异议的,可提出书

面申请,允许其当场即时复查 (测)一次,复查 (测)结果为最

终结论.

(三)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结果

考生可于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结束三天之后登录中央司法

警官学院官网招生网页查询结果.

(四)联系部门

１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处

联系电话:０３１２－５９１００６７　５９１００６９

网址:http://wwwcicpeducn

２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办

联系电话:０８７１－６７３３７１６１

二、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提前录取招生工作

(一)组织领导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工作统一在云南省司法厅政治部

及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的领导下进行.

(二)涉及专业

刑事执行、行政执行、刑事侦查技术、司法信息安全等四个

司法行政警察专业,文史、理工兼招.

(三)招生条件

志愿从事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工作,符合 «司法警官院校

招生办法»规定的政治、身体和体能条件,未婚,年龄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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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周岁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以后出生),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

一考试.

１政治条件:遵守宪法和法律,品行端正,组织纪律性强,

符合从事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工作对思想政治品德方面的要

求,政治考察合格.政治考察的具体项目和标准,参照司法行政

机关录用人民警察的有关规定执行.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

于政治考察不合格,不予录取:

(１)受过刑事处罚、收容教养、治安拘留处罚的;

(２)有犯罪嫌疑尚未查清的;

(３)参加邪教组织或其他非法组织的;

(４)有吸毒史的;

(５)被开除公职的;

(６)其他原因不适于从事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工作的.

２身体条件

报考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的考生,除

应符合教育部等部门规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身体条件外,

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１)无肢体功能障碍,心理健康.

(２)男性身高不低于１６８厘米,女性身高不低于１５８厘米.

男性体重指数 (单位:千克/平方米)在１７３－２７３之间,女性

体重指数在１７１－２５７之间.

(３)单侧裸眼视力不低于４７,无色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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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单侧耳语听力不低于５米.

(５)嗅觉正常.

(６)血压正常:收缩压小于１４０毫米汞柱,舒张压小于９０

毫米汞柱.

(７)无影响面容且难以治愈的皮肤病 (如白癜风、银屑病、

血管瘤、斑痣等),外观无明显疾病特征 (如五官畸形、不能自

行矫正的斜颈、步态异常等),无文身.

(８)无 «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 (试行)» (人社部发

〔２０１６〕１４０号)中规定的各种疾病.

３体能条件

报考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的考生,必

须参加体能测试并合格,体能测试项目与合格标准见下表.

项目名称 受测次数
合格标准

男性 女性

５０米跑 １ ≦９秒２ ≦１０秒４

立定跳远 ３ ≧２０５米 ≧１５米

１０００米跑 (男)

８００米跑 (女)

俯卧撑 (男)

仰卧起坐 (女)

１ ≦４分３５秒 ≦４分３６秒

１
１０秒 内 完 成
６次以上 (含
６次)

１０秒 内 完 成
５次以上 (含
５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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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４个项目须全部进行测试,其中有３个及以上达标的,

体能测试结论为合格.体能测试实行全程录像.

４面试合格

报考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的考生,必

须参加面试并合格.

(四)招生程序

１考生填报志愿

考生直接在提前专科批志愿栏内填报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司法行政警察专业志愿.

２政治考察

政治考察实行考生承诺与考生生源地公安机关与毕业学校审

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填报了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志愿的考生,即可到学校网站

(http://wwwyncpunet)下载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

政治考察表»,按要求填写后交考生所在学校及户口所在地派出

所审查盖章,并于面试时交给学校面试人员.

政治考察合格的考生方可按要求参加面试、体检和体能

测试.

３面试、体检及体能测试

(１)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根据考生志愿从上了专科分数线的考

生中,按照学校招生计划数与考生人数１∶５的比例,以高考成

绩高低为序,确定参加面试考生名单.由各州 (市)招生考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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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及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分别通知考生参加政治考察、面试、

体检及体能测试.

(２)面试、体检及体能测试工作由云南省司法厅政治部及云

南省招生考试院统一领导,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组织实施.云

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应向考生公布面试、体检及体能测试的相关

信息,保证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工作公开、公正、公平进行.

(３)考生凭本人身份证、高考准考证参加面试.

(４)考生面试时填写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面试表»,

面试、体检及体能测试成绩均记载在面试表上.

(５)面试项目和标准.面试主要从报考动机、言语表达、身

体协调性等方面,辨识考生是否适合接受司法警察院校教育、从

事司法行政警察工作.

(６)体检工作由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聘请相关医疗机构到

校实施.

(７)考生及家长须自行评估身体条件,考生参加测试前填写

«考生体能测评承诺书».考生因身体健康状况不良等自身原因,

导致体能测试中出现受伤、致病、死亡等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

承担.在体能测试现场提供急救服务,因急救所产生的一切费

用,由考生及家长商医院自行解决.

(８)考生对面试、体检、体能测试结果有异议的,可提出书

面申请,允许其当场即时复查 (测)一次,复查 (测)结果为最

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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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考生政治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试的结论设合格、

不合格两种,四项均合格为最终结论合格,任意一项不合格则最

终结论不合格.最终结论应当场向考生宣布,对不合格的考生要

说明原因.

(１０)凡未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面试、体检、体能测试

的考生一律作放弃志愿处理.

(１１)政治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试工作结束后,由云

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将合格考生信息制表造册,经云南省司法厅

政治部审核,送省教育厅纪检监察部门审查后,报省招生考试

院,作为录取依据.

(１２)面试及体能测试的时间、地点、联系部门

①时间:２０２１年８月上旬.

②地点: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田径场,具体地址为昆明市

空港经济区大板桥金盾苑１号.

③联系部门:教务处

联系电话:０８７１－６７３３７１６１　６３８５４９６６

４录取

(１)政治考察、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均合格的考生,在云

南省本科 (二本批次)录取结束后、在提前专科批由云南省招生

考试院按照招生计划数１１０％的投档比例,从高分到低分,通过

计算机远程网络投放考生的电子档案,由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择优录取.录取执行专科批次的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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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身体状况方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录取:

①严重心脏病、心肌病、高血压病;

②重症支气管扩张、哮喘,恶性肿瘤、慢性肾炎、尿毒症;

③严重的血液、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

④重症或难治性癫痫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严重精神病未治

愈、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

⑤慢性肝炎病人且肝功能不正常者 (含肝炎病原携带者、乙

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者);

⑥结核病除了下列情况外不予录取:

i原发型肺结核、浸润型肺结核已硬结稳定;结核型胸膜炎

已治愈或治愈后遗有胸膜肥厚者;

ii一切肺外结核 (肾结核、骨结核、腹膜结核等)、血行性

播散型肺结核治愈后一年以上未复发,经二级以上医院 (或结核

病防治所)专科检查无变化者;

iii淋巴腺结核已临床治愈无症状者.

⑦色盲;

⑧不能准确识别红、黄、绿、兰、紫各种颜色中任何一种颜

色的导线、按键、信号灯、几何图形者;

⑨主要脏器:肺、肝、肾、脾、胃肠等动过较大手术,曾患

有心肌炎、胃十二指肠溃疡、慢性支气管炎、风湿性关节炎等病

史,甲状腺机能亢进的;

⑩先天性心脏病或房室间隔缺损分流量少,动脉导管未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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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少者;

两耳听力均在３米以内,或一耳听力在５米以内另一耳全

聋的;

面部有明显缺陷 (如唇裂、对眼、斜眼、斜颈、各种疤痕

等);嗅觉迟钝、口吃、鸡胸、腋臭、血管瘤、黑色素痣、白癜

风、严重静脉曲张,明显八字步、罗圈腿、步态异常,重度平趾

足 (平板脚),文身、驼背;

直系亲属有精神病史的;

有传染病的.

(３)根据国家对警察院校招生男女比例的限制和将来执法岗

位的特殊要求,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行政警察专业女生比

例不超过招生总数的１５％.

(４)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必须遵循本校招生章程中公

布的录取规则,对统考成绩达到学校投档线,政治考察、面试、

体检及体能测试合格的考生,是否录取以及所录取的专业由学校

决定,相关问题由学校负责解释.省招生考试院向学校投放考生

电子档案,监督学校执行国家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执行情况,纠

正违反国家招生政策、规定的行为.

５录取名册报送

录取结束后,由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将录取学生信息制表

造册,报云南省司法厅政治部.

(五)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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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招生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时间紧、任务重,云南

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密切配合,严格要

求、严肃纪律,增加透明度,坚决反对和抵制不正之风,杜绝各

种违纪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的正当权益,及时完成各阶段的

工作任务,确保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２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要选派政策水平高、认真负责、

作风正派的同志参加招生工作,尤其对参加政治考察、面试、体

检和体能测试的工作人员,必须组织其认真学习招生工作的有关

方针政策及规定,进行必要的业务培训,以增强招生工作人员的

责任心,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严禁徇私舞弊和弄虚作假,对违

反招生纪律的工作人员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追究其责任.

３全面实施阳光工程,加大招生信息公开、公正的力度,

各州、市司法局及招生考试机构要广泛宣传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

院的招生政策、规定和办法,保证考生的知情权,切实维护广大

考生的正当权益.

三、疫情防控工作

有意向报考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提前

批次专业的学生均需遵守以下防控要求.

(一)增强疫情防控意识.有意向报考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提前批次专业的考生,要尽量减少外出和

人员聚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参加政

治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试时,必须全程佩戴好医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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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须于参加政治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试前１４天,每日

进行体温测量并填写 «考生个人身体状况监测和体温记录表»,

自行在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官方网站下载 «考生个人健康状况

承诺书»,提前申领 “健康码”和 “通信行程卡”.因瞒报、漏

报、错报等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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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配合进行防疫

排查、体温监测等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二)落实防疫措施.考生在政治考察、面试、体检、体能

测试当天入场时,须提交并审验 «考生个人身体状况监测和体温

记录表»、经考生本人和家长签字的 «考生个人健康状况承诺书»

和打印的 “健康码”及 “通信行程卡”.考生 “云南健康码”和

“通信行程卡”为绿码且实测体温低于３７３℃方可进场.考生应

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自觉保持间距１５米以上.政治考察、面

试、体检、体能测试期间,考生因自身原因要求离开考场,视为

主动放弃,不再安排复检复测.

(三)“云南健康码”和 “通信行程卡”非绿码处理.“云南

健康码”和 “通信行程卡”为黄码和红码的考生,不得入场,待

学院防控办报属地疾控中心和疫情防控指挥部专业评估、综合研

判后作出具体处理意见.近一个月内有境外旅居史的考生,需提

供有效的集中医学隔离观察证明 (１４日＋７日)、面试前７天内

两次有效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检测报告原件,现场测量体温

正常 (＜３７３℃)可进入测试点参加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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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异常体温考生处理.考生体温高于３７３℃,可适当休

息后用其他设备或其他方式再次测量,仍不合格的,须经考点综

合评估小组进行专业评估,是否具备参加政治考察、面试、体

检、体能测试的条件.不具备条件的,不得与健康考生同场政治

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试.发现考生在政治考察、面试、体

检、体能测试中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的,在保障考生和工作人

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前提下,由考点综合评估小组综合研判,

作出具体处理意见.

附件:１云南司法警官学院招生政治考察表

２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面试体检体能测试登记表

３考生个人身体状况监测和体温记录表

４考生个人健康状况承诺书

云南省司法厅政治部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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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招生政治考察表
准考证号: 户口所在地: 州(市) 县(市、区) 派出所

姓　名 曾用名 性别 籍贯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毕业学校 联系电话

贴照片处

家庭详细住址

家庭成员
及主要社
会关系

关　系 姓　　名 政治面貌 工　作　单　位 职　务

以上由考生如实填写

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政治考察不合格:
１受过刑事处罚、收容教养、治安拘留处罚的;
２有犯罪嫌疑尚未查清的;
３参加邪教组织或其他非法组织的;
４有吸毒史的;
５被开除公职的;
６其他原因不适于从事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工作的.

考生毕业
学校审查

意见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考生户口
所在地
派出所

审查意见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１考生和相关单位应实事求是认真填写,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舞弊行为,取消入
学资格.

２审查意见应有 “合格”或 “不合格”的明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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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面试体检体能测试登记表
考号:　　　　　　考生类:　　　　　　科类:　　　　　　高考分数: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民族

毕业学校 联系电话

贴照片处

考生本人及
家庭成员
政治表现

体
能
测
试
栏

体

检

栏

面
试
栏

男子 测试成绩
(结果)

主持人
(签字) 女子 测试成绩

(结果)
主持人
(签字)

５０米跑 ５０米跑

立定跳远 立定跳远

１０００米跑 ８００米跑

俯卧撑 仰卧起坐

负责人签字

项目 结果 主持人
(签字) 项目 结果 主持人

(签字)
身高 体重指数

裸眼
视力

左 血压

右 心率

是否色盲 有无残疾

听力 嗅觉
有无影响面容且难以治愈的皮肤病 (如白癜风、银屑
病、血管瘤、斑痣等)
外观有无明显疾病特征 (如五官畸形、不能自行矫正
的斜颈、步态异常等)及文身
负责人签字

项目 结果 主持人
(签字) 项目 结果 主持人

(签字)
是否口吃 语言思维能力

报考动机是否正确

负责人签字

考生签字

结
论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１姓名等个人信息栏由考生本人如实填写.
２填表使用黑色水笔,字迹要清晰工整.３结论分为合格、不合格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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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面试点考生

　　月　　日至　　月　　日

个人身体状况监测和体温记录表

姓　　名:　　　　　　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码:
云南健康码时间:

日　期 当日行程及健康状况情况简要描述
体温记录

早上 中午 晚 上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申报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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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考生个人健康状况承诺书

姓　名 联系电话

性　别 身份证号

报考院校

考点信息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贴照片处

本人承诺事项如下

　　本人自愿参加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提前批次专业政治
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试,现郑重承诺:

１本人没有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或疑似病例;
２本人没有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３本人考前１４天没有与来自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
４本人考前１４天没有去过境外或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５本人目前没有发热、咳嗽、乏力、咽痛、腹泻等其他症状;
６本人严格遵守考点防疫工作规定,在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云南司法警官职

业学院招生过程中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自愿接受防疫处置和自费核酸
检测.

７本人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本人对以上健康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因信息不实引起疫情传播和扩散,
愿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

考生签名: 家长 (监护人)签名: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现场工作人员填写

云南健康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现场体温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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