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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高新区 2021 年公开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岗位一览表 

序号 岗位名称 人数 年龄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经历及其他要求 备注 

1 综合协调岗 3 

30 周岁

以下 

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取

得相应学位，毕业于以下学校：

QS 发布的 2020 年世界大学前

500 位高校或国家“双一流”建

设高校。 

2. 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且取

得相应学位。 

专业不限 

2年及以上机关企事业单

位行政部门相关工作经

历 

 

2 综合管理岗 1 1 

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

传播学、新闻网络与新媒体

专业 

2年及以上新闻宣传工作

经历 
 

3 综合管理岗 2 1 

35 周岁

以下 

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且取得

相应学位 

政治学类、新闻传播学类、

法学类 
2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4 综合管理岗 3 3 
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且

取得相应学位，毕业于以下学

校：QS 发布的 2020 年世界大

学前 500 位高校或国家“双一

流”建设高校。 

2. 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且取

得相应学位。 

哲学类、经济学类、法学类、

政治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

类、教育学类、历史学类 

不限  

5 综合管理岗 4 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

言文字学、汉语言、中国语

言文学、中文应用、汉语言

文学与文化传播、秘书学、

文秘、文秘学专业 

2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6 文字材料岗 1 4 专业不限 

2 年及以上市级部门、区

县、大型企业综合性部门

工作经历 

 



序号 岗位名称 人数 年龄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经历及其他要求 备注 

7 文字材料岗 2 1 

35 周岁

以下 

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且

取得相应学位，毕业于以下学

校：QS 发布的 2020 年世界大

学前 500 位高校或国家“双一

流”建设高校。 

2. 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且取

得相应学位。 

中国文学、文秘、文秘学、

哲学、历史学专业 
2年及以上文秘工作经历  

8 经济管理岗 1 1 
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且取得

相应学位 
土木类、经济学类、金融类 2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9 经济管理岗 2 1 

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且

取得相应学位，毕业于以下学

校：QS 发布的 2020 年世界大

学前 500 位高校或国家“双一

流”建设高校。 

2. 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且取

得相应学位。 

会计、会计学、财务会计、

税务与会计、财务会计教

育、国际会计、会计电算化、

会计与统计核算、工业会

计、企业会计、财会、会计

信息化、会计统计专业 

不限  

10 财务管理岗 1 1 
会计学、审计实务、财务会

计、会计电算化、财务电算

化、审计学专业 

2年及以上财务工作经历  

11 财务管理岗 2 1 

30 周岁

以下 

会计、会计学、财务会计、

财会、审计、审计学专业 

2年及以上财务或审计工

作经历 
 

12 人才发展岗 1 专业不限 2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13 政策研究岗 1 

 

专业不限 

 

2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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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岗位名称 人数 年龄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经历及其他要求 备注 

14 
工程审计管理

岗 
2 

35 周岁

以下 

  

  

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且

取得相应学位，毕业于以下学

校：QS 发布的 2020 年世界大

学前 500 位高校或国家“双一

流”建设高校。 

2. 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且取

得相应学位。 

土木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5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获

得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和

一级造价师职业资格 

 

15 
财务审计管理

岗 
2 

会计、会计学、审计、审计

学、审计实务、财务会计、

会计电算化、企业会计、财

会专业 

5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具

备中级会计师及以上职

称 

 

16 
环境监测技术

岗 
1 

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

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化学生物学、环

境化学专业；材料化学、材

料物理与化学专业；化学工

程、化学工艺、精细化工、

化学制药、应用化学、制药

工程专业；生物科学、生物

科学与生物技术专业；环境

科学、环境监测、环境工程

专业 

2年及以上生态环境监测

工作经历，且获得中级及

以上生态环境专业职称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学历

可放宽至普通本科： 

1.从事生态环境监测及 5

年及以上； 

2.担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

2 年及以上；  

3.持证分析项目累计 25

项及以上。 

17 
环境监测质量

岗 
1 

18 
环境监测分析

岗 
5 

2年及以上生态环境监测

工作经历 
 

19 法律事务岗 2 法学类 不限  

20 
不动产权籍调

查岗 
1 测绘类、地理科学类 2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21 
不动产登记业

务岗 
3 法学类 2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序号 岗位名称 人数 年龄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经历及其他要求 备注 

22 
市政交通管理

岗 
1 

35 周岁

以下 

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且

取得相应学位，毕业于以下学

校：QS 发布的 2020 年世界大

学前 500 位高校或国家“双一

流”建设高校。 

2. 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且取

得相应学位。 

市政工程专业 
2年及以上市政管理工作

经历 
 

23 
土地综合管理

岗 
1 

土地资源管理、土地资源管

理教育、土地管理、土地管

理教育、土地资源利用与信

息技术、土地规划与利用专

业 

2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24 项目管理岗 1 1 
生物工程类、生物医学工程

类、化工与制药类、药学类 

2年及以上生物或制药类

项目管理工作经历 
 

25 项目管理岗 2 1 
电子信息类、机械类、仪器

类、材料类 

2年及以上电子信息或先

进制造项目管理工作经

历 

 

26 工程管理岗 1 

管理科学与工程、项目管理

等工程硕士专业、工程管理

硕士专业、市政工程、桥梁

与隧道工程、建筑与土木工

程、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

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工程

造价管理、土木工程、道路

与桥梁工程、建筑工程专业 

2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27 园林绿化岗 1 

风景园林学、园林植物与观

赏园艺、风景园林、景观设

计、景观建筑设计、景观学、

园林景观设计、园林、园林

工程专业 

2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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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岗位名称 人数 年龄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工作经历及其他要求 备注 

28 交通运输岗 2 

35 周岁

以下 

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且

取得相应学位，毕业于以下学

校：QS 发布的 2020 年世界大

学前 500 位高校或国家“双一

流”建设高校。 

2. 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且取

得相应学位。 

道路与铁道工程、交通信息

工程及控制、交通运输规划

与管理、载运工具运用工

程、交通运输工程、车辆工

程、交通运输、交通工程、

交通设备信息工程、交通建

设与装备、交通设备与控制

工程、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2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29 公路管理岗 1 

道路与铁道工程、安全工

程、市政工程、桥梁与隧道

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交

通土建工程、安全工程、安

全科学与工程、灾害防治工

程专业 

2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30 宣传摄影岗 1 专业不限 不限 

具备 5年及以上相关工作

经历的，学历要求可放宽

至普通本科 

31 新媒体运营岗 1 专业不限 

2年及以上省级媒体大型

活动和项目策划工作经

历 

32 
宣传文案策划

岗 
1 新闻传播学类 

2年及以上新闻媒体工作

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