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吉林省四平市2021年引进人才岗位及资格条件一览表

序号
招聘岗位

名称
招聘岗位

代码
主管部门 落编单位

招聘
人数

招聘岗位专业及相关要求 备注

1 基层服务1 101 中共四平市委组织部
四平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

（人才编制池）
40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法学类专业

在铁东区、铁

西区所辖社区

工作2年

2 基层服务2 102 中共四平市委组织部
四平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

（人才编制池）
30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社会学类专业

3 基层服务3 103 中共四平市委组织部
四平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

（人才编制池）
15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计算机类专业

4 基层服务4 104 中共四平市委组织部
四平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

（人才编制池）
15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心理学类专业

5 计算机技术 201 四平市市直部门 四平市市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3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计算机类专业

6 法律事务 202 四平市市直部门 四平市市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15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法学专业

7 文字综合 203 四平市市直部门 四平市市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18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汉语言文学专业

8 财务管理 204 四平市市直部门 四平市市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24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财务管理、会计学、审计学专业

9 经济管理 205 四平市市直部门 四平市市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5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国民经济管理、商务经济学、农林经

济管理专业

10 媒体宣传 206 四平市市直部门 四平市市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4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网络与新媒体、新闻传播学相

关专业
免笔试

11 市政管理1 207 四平市市直部门 四平市市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6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土木类专业

12 市政管理2 208 四平市市直部门 四平市市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4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城乡规划学、设计学类专业

13 市政管理3 209 四平市市直部门 四平市市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4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道路工程相关专业

14 历史研究 210 四平市市直部门 四平市市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2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历史学类专业 免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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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商贸物流 211 四平市市直部门 四平市市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4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物流工程专业

16 档案管理 212 四平市市直部门 四平市市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档案学专业

17 文化艺术1 213 四平市市直部门 四平市市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3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舞蹈编导专业

18 文化艺术2 214 四平市市直部门 四平市市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3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绘画、中国画专业

19 党政管理1 301 四平市市直部门 四平市市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7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 免笔试

20 党政管理2 302 四平市市直部门 四平市市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3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免笔试

21 党政管理3 303 中共四平市委党校 中共四平市委党校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国际政治、中外政治制度专业 免笔试

22 广电技术 304 四平市广播电视台 四平市广播电视台所属事业单位 3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广播电视编导、电视节目制作、平面

设计相关专业

23 农业管理 305 四平市农业农村局 四平市农业农村局所属事业单位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动物医学、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

24 水利工程 306 四平市水利局 四平市水利局所属事业单位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水利工程专业

25 医疗卫生1 307 四平市民政局 四平市民政局所属事业单位 3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专业

26 医疗卫生2 308 四平市民政局 四平市民政局所属事业单位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护理学专业

27 市场监管1 309 四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所属事业单位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专业 免笔试

28 市场监管2 310 四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所属事业单位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免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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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市场监管3 311 四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所属事业单位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药学、中药学专业 免笔试

30 运动训练1 312 四平市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

四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所属事业单位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运动训练专业，具有执教男子摔跤5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具有二级及以上教练员资格证

31 运动训练2 313 四平市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

四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所属事业单位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运动训练专业，具有射击训练经历，

任运动员期间获得过国家或省级锦标赛名次（前三名）并获得国家
一级运动员以上称号

32 语文教师1 401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实验中学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二级学科）

。研究生专业：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学科教学（语文）。

具有相应学科高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

33 语文教师2 402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第三高级中学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二级学科）

。研究生专业：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学科教学（语文）。

具有相应学科高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

34 语文教师3 403 四平市教育局 吉林师范大学分院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二级

学科）、新闻学（二级学科）。研究生专业：中国语言文学（一级

学科）、学科教学（语文）。具有相应学科高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

格证

免笔试

35 语文教师4 404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教育学院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二级

学科）、新闻学（二级学科）。研究生专业：中国语言文学（一级

学科）、学科教学（语文）。具有相应学科高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

格证

免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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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语文教师5 405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盲童学校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二级

学科）、新闻学（二级学科）。研究生专业：中国语言文学（一级

学科）、学科教学（语文）。具有相应学科高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

格证

免笔试

37 数学教师 406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第三高级中学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二级学

科）。研究生专业：数学（一级学科）、学科教学（数学）。具有

相应学科高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

38 英语教师1 407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英语（二级学科）

。研究生专业：英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二级学科）、学科教学（英语）、英语笔译（二级学科）、

英语口译（二级学科）。具有相应学科高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

免笔试

39 英语教师2 408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实验中学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英语（二级学科）。研究

生专业：英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二级学科）、学科教学（英语）、英语笔译（二级学科）、英语

口译（二级学科）。具有相应学科高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

40 物理教师1 409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物理学（二级学

科）。研究生专业：物理学（一级学科）、学科教学（物理）。具
有相应学科高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

免笔试

41 物理教师2 410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实验中学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物理学（二级学科）。研

究生专业：物理学（一级学科）、学科教学（物理）。具有相应学
科高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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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物教师1 411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生物科学（二级学

科）。研究生专业：生物学（一级学科）、学科教学（生物）。具

有相应学科高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

免笔试

43 生物教师2 412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实验中学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生物科学（二级学科）。

研究生专业：生物学（一级学科）、学科教学（生物）。具有相应

学科高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

44 思政教师1 413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二

级学科）。研究生专业：政治学（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级学科）、学科教学（思政）。具有相应学科高级中学及以上

教师资格证

免笔试

45 思政教师2 414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第三高级中学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

科）。研究生专业：政治学（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

学科）、学科教学（思政）。具有相应学科高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

格证

46 心理教师 415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心理学（二级学科）。研

究生专业：心理学（一级学科）、心理健康教育（二级学科）、应

用心理硕士（二级学科）。具有相应学科高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格

证

47 音乐教师 416 四平市教育局 吉林师范大学分院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与研究生专业相同

或相近。研究生专业：学科教学（音乐）、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
科）、音乐（二级学科）。具有相应学科教师资格证

免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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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舞蹈教师 417 四平市教育局 吉林师范大学分院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舞蹈学（二级学科）、舞

蹈表演（二级学科）、舞蹈编导（二级学科）、舞蹈教育（二级学

科）、流行舞动（二级学科）。研究生专业：音乐与舞蹈学（一级

学科）、舞蹈（二级学科）。具有相应学科教师资格证

49 学前教师 418 四平市教育局 吉林师范大学分院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学前教育（二级学

科）。研究生专业：学前教育（学）（二级学科）。具有相应学科

教师资格证

免笔试

50 康复保健

按摩教师
419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盲童学校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中医学（二级学科）、针

灸推拿学（二级学科）、中医康复学（二级学科）、康复治疗学

（二级学科）、教育康复学（二级学科）。研究生专业：针灸推拿

学（二级学科）

51 电商教师 420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电子商务类。研究生专业

与本科相同或相近

52 机电一体化

教师
421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机械工程（二级学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二级学科）、智能制造工程（二级学

科）、机械工业技术（二级学科）、工业设计（二级学科）、机械
电子工程（二级学科）、机电技术教育（二级学科）。研究生专业

与本科相同或相近

53 考务管理 422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体育学类。研究生专业：

学科教学（体育）、体育硕士（一级学科）、体育学（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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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建筑设计 423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教育基建服务中心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建筑学（二级学科）、艺

术设计（学）（二级学科）。研究生专业与本科相同或相近

55 食品安全

管理员
424 四平市教育局 四平市学校后勤管理中心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专业：食品安全与检测（二级学

科）、食品科学与工程（二级学科）。研究生专业与本科相同或相

近

汇总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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