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1年襄城县事业单位公开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计划表

单位名称 本科专业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引进
人数

备注

中共襄城县委办公室
政治学类（0302）、马克思主义理

论类（0305）；法学专业
（030101K)

法学（0301）、政治学
（0302)、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

法律硕士（0351）、公共
管理硕士（1252）

1

中共襄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襄城县监察委员会

法学专业（030101K) 法学（0301） 法律硕士（0351） 2

襄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法学专业（030101K) 法学（0301） 法律硕士（0351） 2

中共襄城县委组织部

政治学类（0302）、马克思主义理
论类（0305）；法学专业

（030101K)

法学（0301）、政治学
（0302)、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
法律硕士（0351） 1

经济学类(0201)；工商管理专业
(120201K)、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120206)、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120401)、行政管理专业(120402)

理论经济学(0201)、应用经济
学(0202)、工商管理(1202)、

公共管理(1204)

工商管理硕士（1251）、
公共管理硕士（1252）

1

中共襄城县委宣传部 新闻传播学类(0503) 新闻传播学(0503) 新闻与传播硕士（0552） 2

中共襄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
部

政治学类（0302）、马克思主义理
论类（0305）；法学专业

（030101K)

法学（0301）、政治学
（0302)、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
法律硕士（0351） 1

中共襄城县委政法委员会 法学专业（030101K) 法学（0301） 法律硕士（0351） 1

中共襄城县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

计算机类(080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
软件工程（0835）、网络空间

安全（0839）

计算机技术工程（博士、
硕士）（0852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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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本科专业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引进
人数

备注

中共襄城县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会计学专业(120203K)、财务管理专
业(120204)、审计学专业(120207)

会计学（120201）
会计硕士（1253）、审计

硕士（0257）
1

中共襄城县委党校

经济学类(0201)
理论经济学(0201)、应用经济

学(0202)
1

政治学类（0302）、马克思主义理
论类（0305）

政治学（0302)、马克思主义
理论(0305)

2

襄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经济学类(0201)、金融学类(0203)
理论经济学(0201)、应用经济

学(0202)

金融硕士（0251)、资产
评估硕士（0256）、工商

管理硕士（1251）
2

襄城县城市开发建设中心 金融学类(0203) 应用经济学(0202)
金融硕士（0251)、资产

评估硕士（0256）
1

襄城县北汝河国家湿地公园
服务中心

林学类(0905) 林学（0907） 1

襄城县金融事务中心 金融学类(0203) 应用经济学(0202)
金融硕士（0251)、资产

评估硕士（0256）
1

襄城县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金融学类(0203) 应用经济学(0202)
金融硕士（0251)、资产

评估硕士（0256）
1

襄城县教育体育局

教育学类(0401) 教育学(0401) 教育硕士（0451） 1

心理学类(0711) 心理学（0402） 应用心理硕士（0454） 1

襄城县财政局
经济学类(0201)、财政学类
（0202）、金融学类(0203)

应用经济学(0202)

金融硕士（0251)、资产
评估硕士（0256）、税务
硕士（0253）、会计硕士

（125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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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本科专业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引进
人数

备注

襄城县统计局 统计学类（0712） 统计学（0714） 应用统计硕士（0252) 1

襄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采矿工程专业（081501）
矿业工程（0819）、安全科学

与工程（0837）
矿业工程（博士、硕士）

(085218)
2

可放宽到
一般本科

襄城县审计局
工程审计专业（120109T)、会计学
专业(120203K)、财务管理专业
(120204)、审计学专业(120207)

会计学（120201）
会计硕士（1253）、审计

硕士（0257）
1

襄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1004)；医

学检验技术专业(101001)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1004）

、医学技术（1010）
公共卫生硕士(1053) 2

襄城县农业农村局
植物生产类(0901)、动物医学类
(0904)；动物科学专业(090301)、
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090201)

作物学（0901）、园艺学
（0902）、农业资源与环境
（0903）、植物保护（0904）
、畜牧学（0905）、兽医学

（0906）

农业硕士(0951)、兽医
（博士、硕士）(0952)

3

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0827) 食品科学与工程（0832）
食品工程（博士、硕士）

(085231)
1

药学类(1007) 药学（1007） 1

襄城县应急管理局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0829)；化学工
程与工艺专业(081301)、化工安全

工程专业(081306T)

化学工程与技术（0817）、安
全科学与工程（0837）

化学工程（博士、硕士）
(085216)、安全工程（博
士、硕士）(085224)

1

襄城县自然资源局

测绘类（0812） 测绘科学与技术（0816）
测绘工程（博士、硕士）

（085215）
1

城乡规划专业(082802) 城乡规划学（0833） 城市规划硕士(085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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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本科专业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引进
人数

备注

襄城县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
管理委员会

工商管理专业(120201K)、会计学专
业(120203K)、财务管理专业
(120204)、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120206)、审计学专业(120207)、
资产评估专业(120208)

工商管理（1202）

会计硕士(1253)、资产评
估硕士(0256)、工商管理
硕士(1251)、审计硕士
（0257）、金融硕士

（0251)

1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0829)；化学工
程与工艺专业(081301)、化工安全
工程专业(081306T)、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专业（080407）、纳米材料与

技术专业（080413T）

化学工程与技术（0817）、安
全科学与工程（0837）、材料

科学与工程（0805）

化学工程（博士、硕士）
（085216）、安全工程

（博士、硕士）
（085224）、材料工程

（博士、硕士）
（085204）

1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0825） 环境科学与工程（0830）
环境工程（博士、硕士）

（085229）
1

襄城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
会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0825）、安全
科学与工程类(0829）

环境科学与工程（0830）、安
全科学与工程（0837）

环境工程（博士、硕士）
（085229）、安全工程
（博士、硕士）(085224)

1

襄城县司法局 法学专业（030101K) 法学（0301） 法律硕士(0351) 1

襄城县水利局 水利类（0811） 水利工程（0815）
水利工程（博士、硕士）

(085214)
1

襄城县交通运输局
交通运输专业（081801）、交通工

程专业（081802）
交通运输工程（0823）

交通运输工程（博士、硕
士）(085222)

1

襄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类（0828）、土木类（0810）
建筑学（0813）、土木工程
（0814）、风景园林学

（0834）

建筑学（硕士、学士）
（0851）、建筑与土木工

程（博士、硕士）
(0852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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