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19年上海市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 

招募公告 

 

为促进本市农村基层教育、农业、卫生、扶贫等社会事业发展，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积极投身社会主

义新郊区新农村建设，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统一组织的方式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2019 年本市计划招募一批应届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招募对象和条件 

（一） 招募对象 

1、2019 年上海市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 

2、2019 年外省市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上海生源毕业生。 

（二）招募条件 

1、政治素质好，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2、学习成绩合格，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 

3、具有敬业奉献精神，遵纪守法，作风正派。 

4、身体健康。 

5、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或具有农学类专业大专学历。 

6、岗位需要的其他条件。 

二、考试报名办法 



（一）招聘岗位查询  

2019 年本市计划招募岗位、岗位要求等，详见《2019 年上海市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岗位需求信息》。

从即日起可通过“上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 查询相关内容（http://szyfbm.12333sh.gov.cn/2019）。 

（二）报名时间 

  3 月 11 日 10:00- 3 月 15 日 16:00。 

（三）报名方式 

为减少考生重复考试，本次招募考试与 2019 年度上海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开招聘考试合并举行，笔试

成绩可同时作为“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和本年度上海市事业单位招聘笔试成绩使用。 

考生须登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名系统完成网上报名。报名网址为上海市 2019 年度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

试专题网站（http://sydw.spta.gov.cn/2019.html）网上报名栏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专栏，具体报名要求和说明详

见报名系统常见问答。 

拟同时参加本次“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和上海市事业单位招聘的考生，只需填报本人符合条件的事业单

位岗位。对确实不符合相关事业单位岗位要求，只参加“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的考生，可选择“三支一扶”

计划招募专项岗位，但不能参加本次其他事业单位岗位的招聘。 

（四）下载准考证 

4 月 17 日 10:00 至 4 月 19 日 16:00，报考人员自行登录报名系统下载打印准考证。 

三、考试方法和内容 

（一）笔试科目为《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综合应用能力》。笔试时间定于 4 月 20 日。报考人员应按

照准考证上确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参加考试时，必须携带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 

（二）笔试成绩于 5 月 20 日 10:00 起公布，考生自行登录报名系统查询。 



四、岗位报名 

岗位报名采取网上填报方式，共分两个阶段： 

（一）网上岗位报名（5 月 21 日 10:00-5 月 26 日 10:00） 

参加两门科目笔试并取得成绩的考生，可登录上海市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报名系统

(http://szyfbm.12333sh.gov.cn/2019)进行岗位报名。考生填报岗位信息时，须详细阅读招募相关文件，按照公

布的岗位资格条件、专业要求，以及自身情况，填报相应的岗位。 

各区“三支一扶”办公室于 5 月 27 日 12:00 前，根据相应的岗位要求（学历、专业、其他等），完成对考

生岗位报名资格的审核。 

市“三支一扶”办公室在通过区“三支一扶”办公室资格审核的考生中,根据招募具体岗位报名考生的笔

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按招募岗位人数 1:3 比例,确定参加面试人员名单。 

面试名单可于 5 月 27 日下午 15:00 起，在“三支一扶”计划招募报名系统内查询。 

（二）岗位补报名（5 月 27 日 15:00-5 月 30 日 12:00） 

招募岗位面试人数未达到 1:3 比例的岗位，通过补报名补充人选。在第一轮岗位报名中未进入面试的考生，

可在规定时间内参加补报名。 

各区“三支一扶”办公室于 5 月 30 日 13:00 前，根据相应的岗位要求（学历、专业、其他等），完成对考

生岗位补报名资格的审核。 

市“三支一扶”办公室在补报名审核通过的考生中,根据招募具体岗位需要补充的面试人数，按补报名考

生的笔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确定补报名考生中参加面试人员名单。 

https://wx.qq.com/cgi-bin/mmwebwx-bin/webwxcheckurl?requrl=http%3A%2F%2Fszyfbm.12333sh.gov.cn%2F2019&skey=%40crypt_24fd4ad0_fe06653a680ae898ddc0eb9164339cf3&deviceid=e811821417357794&pass_ticket=FDpIvDywP76MBB5dyjhjuKGu6QcG1MSxxW9A1GbaMHcwd1TtX%252FgznkQSid8mni9Z&opcode=2&scene=1&username=@b147a9e427f81da2e43d2cac4fec9de71027210600fb62592a05f53d493217b8


全部面试名单可于 5 月 30 日 16:30 起，在“三支一扶”计划招募报名系统内查询。 

（三）信息登记确认 

报考人员网上岗位报名的同时须在线填写、打印《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登记表》（正反面 A4 打

印，一式三份），并在打印出的《登记表》“本人承诺”一栏签字。在参加面试前到所在高校就业主管部门进

行信息确认和政审。经所在高校就业主管部门盖章确认的《登记表》由本人保存，参加面试时随身携带原件。 

五、面试 

各区“三支一扶”办公室负责并组织面试工作，时间在 6 月上旬至 6 月中旬，具体时间及注意事项由区

“三支一扶”办公室通知考生。 

六、确定人选 

（一）经面试合格的考生，由区“三支一扶”办公室通知参加全市统一体检。 

（二）体检合格后办理离校手续，按照统一要求参加岗前集中培训，培训后到服务单位报到。 

（三）体检及岗前集中培训的时间、地点等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七、招考咨询 

政策咨询电话：12333 

考务咨询电话：12333 

笔试报名技术咨询电话：32504328、32504293 

岗位报名技术咨询电话：24022726 

 

附件：2019 年上海市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岗位需求信息 

 



 

 

上海市“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7 日 

2019 年上海市“三支一扶”计划岗位需求信息汇总表 

序号 区 单位 岗位名称 
岗位要求 

数量 备注 
学历 专业 其他要求 

1 宝山 杨行镇 合作社社长助理 本科及以上 农学、工学   1   

2 宝山 杨行镇 水利 本科及以上 农学、工学   1   

3 宝山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中共党员 3   

4 宝山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5 宝山 月浦镇经济管理服务中

心（农业服务中心）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农学类   2   

6 宝山 月浦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管理类   3   

7 宝山 月浦镇司法所 法律服务 本科及以上 法学类   1   

8 宝山 罗店镇义品村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9 宝山 罗店镇繁荣村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0 宝山 罗店镇十年村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1 宝山 罗店镇毛家弄村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2 宝山 罗店镇农副公司 水利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3 宝山 罗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4 宝山 罗泾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3   

15 宝山 大场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5   

16 宝山 大场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文科类   1   



17 宝山 大场镇经济发展办公室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财务统计学 熟练掌握办公软件 1   

18 宝山 大场镇安全管理事务所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能熟练操作 OA 办公软件，

有一定的公文处理能力。 

1   

19 宝山 大场镇社区党建服务中

心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有一定的文字功底 1   

20 宝山 大场镇场中村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善于撰写文书、材料 1   

21 宝山 大场镇联东村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2 宝山 大场镇联西村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管理类   1   

23 宝山 大场镇南大村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4 宝山 大场镇丰明村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中共党员优先 1   

25 宝山 大场镇葑村村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政治思想坚定，要求：文笔

要好，写作能力强，能熟练

使用办公自动化软件进行文

字编辑。 

2   

26 宝山 大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经济学或金融学   1   

27 宝山 大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文秘学   1   

28 宝山 上海乾溪物业有限公司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文秘学   1   

29 宝山 上海乾溪物业有限公司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工程维修学   1   

30 宝山 上海宝山科技控股有限

公司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无 有一定的文字写作功底。 2   

31 宝山 淞南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中共党员 1   

32 宝山 淞南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4   

33 宝山 张庙街道办事处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中国语言文学类 具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具

有一定的文字功底。 

1   

34 宝山 张庙街道办事处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新闻传播学类 具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具

有一定的文字功底。 

1   

35 宝山 张庙街道办事处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具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具 3   



有一定的文字功底。 

36 宝山 吴淞街道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中共党员优先；2、社会

保障、民商法学等相关专业

优先 

1   

37 宝山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 支教 本科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

明、普通话二甲 

1   

38 宝山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 支教 本科及以上 体育教育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39 宝山 江苏省大丰市 上海农场

学校（宝山区管学校） 

支教 本科及以上 数学教育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40 宝山 江苏省大丰市 上海农场

学校（宝山区管学校） 

支教 本科及以上 不限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2   

41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罗南中学 支教 研究生及以

上 

数学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42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美兰湖中

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

明、普通话二甲 

1   

43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美兰湖中

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数学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44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美兰湖中

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英语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45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美兰湖中

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地理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46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美兰湖中

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历史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47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美兰湖中

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思政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48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美兰湖中

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信息技术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49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美兰湖中

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物理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50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美兰湖中

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体育教育等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51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美兰湖中

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生物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52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陈伯吹中

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

明、普通话二甲 

1   

53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陈伯吹中

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音乐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54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陈伯吹中

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历史、思政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55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罗泾中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等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

明、普通话二甲 

1   

56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盛桥中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语文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

明、普通话二甲 

1   

57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盛桥中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历史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58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盛桥中心

校 

支教 本科及以上 不限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

明、普通话二甲 

1   

59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盛桥中心

校 

支教 本科及以上 不限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60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罗泾中心

校 

支教 本科及以上 数学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

明、普通话二甲 

1   

61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通河新村

第三小学 

支教 本科及以上 英语相关专业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1   

62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泗东幼儿

园 

支教 本科及以上 学前教育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

明、普通话二甲 

1   

63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小主人幼

儿园 

支教 本科及以上 学前教育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

明、普通话二甲 

1   

64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彩虹幼儿

园 

支教 本科及以上 学前教育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

明、普通话二甲 

1   

65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城市实验

幼儿园 

支教 本科及以上 不限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

明、普通话二甲 

1   

66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金锣号幼

儿园 

支教 本科及以上 学前教育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

明、普通话二甲 

1   

67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乾溪幼儿

园 

支教 本科及以上 学前教育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

明、普通话二甲 

1   

68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美安路幼

儿园 

支教 本科及以上 学前教育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

明、普通话二甲 

1   

69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帕堤欧幼

儿园 

支教 本科及以上 学前教育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

1   



明、普通话二甲 

70 宝山 上海市宝山区菊泉实验

幼儿园 

支教 本科及以上 学前教育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

明、普通话二甲 

1   

71 崇明 新村乡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72 崇明 绿华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73 崇明 庙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及

文字写作功底。 

1   

74 崇明 城桥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75 崇明 建设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76 崇明 新河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77 崇明 竖新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3   

78 崇明 堡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79 崇明 港沿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80 崇明 向化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81 崇明 中兴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82 崇明 陈家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83 崇明 长兴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84 崇明 横沙乡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3   

85 崇明 东平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86 崇明 新海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87 崇明 新海镇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88 崇明 区农业委员会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农学类,计算机类，市场营

销，农业工程类，食品科学

与工程类 

  10   

89 崇明 区农业委员会 合作社社长助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5   

90 崇明 区水务局 水利 本科及以上 水利类、化学类、土木类   3   



91 崇明 区水务局 水利 本科及以上 不限   3   

92 奉贤 奉城水务管理所 水利 本科及以上 水利类   1   

93 奉贤 南桥水务管理所 水利 本科及以上 水利类   1   

94 奉贤 青村水务管理所 水利 本科及以上 水利类   1   

95 奉贤 区河道水闸管理所 水利 本科及以上 新闻传播学类、中国语言文

学类 

  1   

96 奉贤 海湾旅游区事业中心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97 奉贤 海湾旅游区新港村村委

会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98 奉贤 海湾旅游区社区居委会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3   

99 奉贤 奉浦街道社区发展综合

服务中心 

水利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中共党员 1   

100 奉贤 奉浦街道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中共党员 1   

101 奉贤 庄行镇农业服务中心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农学   1   

102 奉贤 庄行镇社会事业服务中

心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文学   1   

103 奉贤 庄行镇城镇建设管理事

务中心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土木类   1   

104 奉贤 庄行镇社会稳定服务中

心 

法律服务 本科及以上 法学   1   

105 奉贤 奉贤区奉城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106 奉贤 奉贤区奉城镇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107 奉贤 西渡街道发展综合服务

中心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108 奉贤 西渡街道城镇建设管理

事务中心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109 奉贤 西渡街道城市网格化综

合管理中心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110 奉贤 柘林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先 1   

111 奉贤 柘林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先 1   

112 奉贤 柘林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土木类、水利类、测绘类、

建筑类、管理科学与工程

类、环境与科学工程类、农

学类 

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先 1   

113 奉贤 青村镇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中共党员优先 1   

114 奉贤 青村镇农业服务中心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中共党员优先 1   

115 奉贤 青村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中共党员 1   

116 奉贤 海湾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社会学类、公共管理类   1   

117 嘉定 华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支医 本科及以上 预防医学   1   

118 嘉定 安亭镇农业服务中心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动物生产和兽医类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

沟通能力 

1   

119 嘉定 新成路街道办事处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社区管理；法学 有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文

字写作能力。 

1   

120 嘉定 南翔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中共党员优先 1   

121 嘉定 南翔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中共党员优先 1   

122 嘉定 马陆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23 嘉定 马陆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24 嘉定 徐行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25 嘉定 徐行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26 嘉定 区教育局  支教 本科及以上 学前教育 具有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证

书（二级甲等）、外语水平等

5   



级证书、计算机水平等级等

相关证书。上海生源：全日

制本科及以上学历；非上海

生源：全日制师范类本科及

以上学历 

127 嘉定 区农业信息服务中心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信息管理；新闻写作   1   

128 金山 枫泾镇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29 金山 枫泾镇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30 金山 朱泾镇水务站 水利 本科及以上 水利工程 需经常在野外工作，能吃苦

耐劳 

1   

131 金山 朱泾镇农业服务中心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不限 需经常下基层、吃苦耐劳者

优先 

1   

132 金山 亭林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土木类、建筑类、环境科学

与工程类 

  1   

133 金山 亭林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艺术类 中共党员优先 1   

134 金山 亭林镇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站 

合作社社长助理 大专及以上 农学类   1 农学类特殊岗位 

135 金山 漕泾镇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 

农技推广 大专及以上 农学类   1 农学类特殊岗位 

136 金山 漕泾镇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有社会服务实践经历的优先 1   

137 金山 山阳镇司法所 法律服务 本科及以上 法学 有较强的文字写作和计算机

操作能力 

1   

138 金山 山阳镇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有较强的文字写作和计算机

操作能力 

1   



139 金山 山阳镇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有较强的文字写作和计算机

操作能力 

1   

140 金山 金山卫镇财政所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财会类   1   

141 金山 金山卫镇社区党建服务

中心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行政管理   1   

142 金山 金山卫镇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站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规划、设计等相关专业   1   

143 金山 张堰镇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文学类、管理学类 中共党员 1   

144 金山 张堰镇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文学类、管理学类   1   

145 金山 廊下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文学、管理类、法学   1   

146 金山 廊下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类、网络管理类   1   

147 金山 廊下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48 金山 吕巷镇 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站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农学类、化学类   1   

149 金山 吕巷镇 经济管理事务

中心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管理学类、经济学类   1   

150 金山 金山区吕巷镇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公共管理类   1   

151 金山 石化街道办事处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152 金山 金山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法学类、管理类、文学类、

经济类等相关专业 

有较强的文字表达和综合分

析能力，工作责任心强，踏

实肯干 

1   

153 金山 金山工业区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农学类 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1   

154 金山 区教育局 支教 本科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类相关专业 具有中小学教师资格证书 1   



155 金山 区教育局 支教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 2   

156 金山 山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支医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类 从事医疗机构计算机软硬件

维护、管理工作 

1   

157 金山 张堰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支医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类 从事医疗机构计算机软硬件

维护、管理工作 

1   

158 金山 亭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支医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类 从事医疗机构计算机软硬件

维护、管理工作 

1   

159 金山 上海金果果蔬种植专业

合作社 

合作社社长助理 本科及以上 农业、园艺、法律、财务管

理、经济、工商管理 

  1   

160 金山 区水产研发中心 合作社社长助理 本科及以上 水产养殖   1   

161 金山 上海明缘果蔬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社长助理 本科及以上 农学类   1   

162 金山 区农业机械化管理站 农技推广 大专及以上 农业机械化   1 农学类特殊岗位 

163 金山 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兽医、畜牧、动物医学   1   

164 金山 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农学、农产品质量安全类   1   

165 闵行 梅陇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经济类或管理类   1   

166 闵行 梅陇镇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经济类或管理类   2   

167 闵行 莘庄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经济、财务专业   1   

168 闵行 浦江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经济学、管理学 1、中共党员优先； 

2、须适应户外工作，能吃苦

耐劳，工作责任心强。 

2   

169 浦东 周浦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中共党员优先 2   

170 浦东 宣桥镇集体资产管理事

务中心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农学类、农业经济管理类、

理工类 

  2   

171 浦东 北蔡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中共党员优先 4   

172 浦东 惠南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5   

173 浦东 万祥镇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74 浦东 万祥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中国语言文学类 具有较好的文字基础 1   

175 浦东 万祥镇 法律服务 本科及以上 法学 具有较好的法学基础 1   

176 浦东 万祥镇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177 浦东 老港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178 浦东 大团镇 农技推广 大专及以上 农学类、农业工程类、农业

经济管理类专业 

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先 1 农学类特殊岗位 

179 浦东 大团镇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工商管理类、经济学类、法

学类专业 

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先 1   

180 浦东 大团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

学类专业 

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先 1   

181 浦东 大团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秘书学 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先 1   

182 浦东 大团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政治学类、社会学类、法学

类专业 

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优先 1   

183 浦东 航头镇牌楼村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84 浦东 航头镇丰桥村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85 浦东 航头镇农业服务中心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86 浦东 泥城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187 浦东 泥城镇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88 浦东 浦东新区祝桥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中共党员优先 5   

189 浦东 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农学、园艺、植物保护、植

物科学与技术、种子科学与

工程、农业资源与环境 

熟悉农业技术推广的相关政

策和业务知识，具有较强的

沟通协调能力、较好的文字

和口头表达能力，具有吃苦

耐劳的精神。 

4   

190 浦东 区农村改革发展服务中

心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具有一定的文字写作能力，

具有较好的计算机实际应用

2   



能力，了解信息科技发展趋

势，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

和综合能力。 

191 青浦 朱家角镇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农学   1   

192 青浦 朱家角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193 青浦 练塘镇 农技推广 大专及以上 农学   1 农学类特殊岗位 

194 青浦 练塘镇 法律服务 本科及以上 法学   1   

195 青浦 练塘镇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96 青浦 徐泾镇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97 青浦 徐泾镇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社会工作   1   

198 青浦 金泽镇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199 青浦 金泽镇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00 青浦 金泽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01 青浦 重固镇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202 青浦 重固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管理学   1   

203 青浦 赵巷镇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04 青浦 赵巷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05 青浦 华新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206 青浦 华新镇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07 青浦 白鹤镇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08 青浦 白鹤镇 法律服务 本科及以上 法学   1   

209 青浦 夏阳街道办事处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10 青浦 夏阳街道办事处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11 青浦 盈浦街道办事处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管理学   1   

212 青浦 盈浦街道办事处 水利 本科及以上 农学   1   

213 青浦 香花桥街道办事处 农技推广 大专及以上 农学   1 农学类特殊岗位 

214 青浦 香花桥街道办事处 水利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15 青浦 区教育局 支教 本科及以上 不限 持有教师资格证或持有教师

资格证笔试及面试合格证明 

2   

216 青浦 上海惠丰蔬菜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社长助理 大专及以上 农学、农业经济管理类   1 农学类特殊岗位 

217 青浦 上海世鑫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 

合作社社长助理 大专及以上 农学、农业经济管理类   1 农学类特殊岗位 

218 青浦 上海青角稻米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社长助理 大专及以上 农学、农业经济管理类   1 农学类特殊岗位 

219 青浦 上海永胜瓜果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社长助理 大专及以上 农学、农业经济管理类   1 农学类特殊岗位 

220 青浦 区水利管理所 水利 本科及以上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1   

221 青浦 区排水管理所 水利 本科及以上 水利类、土木类   1   

222 青浦 现代农业园区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农学   1   

223 松江 区就业促进中心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2   

224 松江 区就业促进中心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精通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熟

练掌握 

分析统计软件。 

1   

225 松江 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26 松江 区水务管理所 水利 本科及以上 水利类、土木工程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环境

科学与工程 

  1   

227 松江 上海家绿蔬菜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社长助理 本科及以上 电子商务类经济与贸易类   1   

228 松江 上海佘农稻米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社长助理 本科及以上 林学类 

植物生产类 

  1   

229 松江 上海锦蓝果蔬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社长助理 本科及以上 工商管理类 

经济与贸易类 

熟悉网络推广、网络销售者

优先 

1   

230 松江 岳阳街道办事处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能听、会说松江话者优先 1   

231 松江 永丰街道办事处 水利 本科及以上 水利类   1   

232 松江 广富林街道办事处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有一定的文字功底 1   

233 松江 九里亭街道办事处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34 松江 泗泾镇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 

  1   

235 松江 洞泾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36 松江 佘山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有较好的写作能力 1   

237 松江 石湖荡镇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38 松江 新浜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土木类   1   

239 松江 新浜镇 水利 本科及以上 水利类   1   

240 松江 泖港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41 松江 叶榭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公共管理类   1   

242 松江 叶榭镇 农技推广 本科及以上 不限   1   

243 松江 车墩镇 镇村综合管理 本科及以上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建筑

类、土木类、公共管理类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