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件

开封市祥符区2020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计划表

用人单位
岗位
代码

经费
形式

拟招聘
岗位数

拟招聘岗
位类别

专业 其他条件

中共开封市祥符区委办公室              
所属事业单位

01 财政全供 4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政府办公室              
所属事业单位

02 财政全供 4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纪检监察网络技术中心

03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中共开封市祥符区委组织部              
所属事业单位

04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委宣传部                
互联网舆情研究和应急保障中心

05 财政全供 1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委政法委员会            
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保障中心

06 财政全供 5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心

07 财政全供 1 管理 专业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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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
岗位
代码

经费
形式

拟招聘
岗位数

拟招聘岗
位类别

专业 其他条件

开封市祥符区融媒体中心 08 财政全供 3 专业技术
视觉传达设计、艺术设计
学、动画、影视摄影与制

作

开封市祥符区融媒体中心 09 财政全供 2 专业技术 播音与主持艺术 男性

开封市祥符区融媒体中心 10 财政全供 2 专业技术 播音与主持艺术 女性

开封市祥符区融媒体中心 11 财政全供 8 专业技术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网
络与新媒体、汉语言文学

开封市祥符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大项目推进中心

12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财政局                 
所属事业单位

13 财政全供 3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城市管理局              
所属事业单位

14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所属事业单位

15 财政全供 3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所属事业单位

16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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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祥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7 财政全供 1 专业技术 临床医学

开封市祥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8 财政全供 2 专业技术 医学检验技术

开封市祥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 财政全供 1 专业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

开封市祥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 财政全供 1 专业技术 环境科学

开封市祥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1 财政全供 5 专业技术 预防医学

开封市祥符区妇幼保健院 22 财政全供 6 专业技术 临床医学

开封市祥符区妇幼保健院 23 财政全供 1 专业技术 麻醉学

开封市祥符区妇幼保健院 24 财政全供 1 专业技术 医学检验技术

开封市祥符区妇幼保健院 25 财政全供 2 专业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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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祥符区审计局                 
政府投资审计中心

26 财政全供 1 专业技术 工程造价

开封市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所属事业单位

27 财政全供 1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水利局                      
所属事业单位

28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信访局                 
群众来访接待中心

29 财政全供 1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所属事业单位

30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所属事业单位

31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所属事业单位

32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自然资源局              
所属事业单位

33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农业农村局                       
所属事业单位

34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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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祥符区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  办
公室

35 财政全供 4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妇女联合会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中心

36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应急管理局                       
所属事业单位

37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统计局                 
普查中心

38 财政全供 1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城东街道办事处                    
所属事业单位

39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杜良乡政府                        
所属事业单位

40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范村乡政府                        
所属事业单位

41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政府                        
所属事业单位

42 财政全供 5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万隆乡政府                        
所属事业单位

43 财政全供 4 管理 专业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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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祥符区兴隆乡政府                        
所属事业单位

44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罗王乡政府                        
所属事业单位

45 财政全供 4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八里湾镇政府                       
所属事业单位

46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曲兴镇政府              
所属事业单位

47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刘店乡政府              
所属事业单位

48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袁坊乡政府              
所属事业单位

49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西姜寨乡政府              
所属事业单位

50 财政全供 5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陈留镇政府              
所属事业单位

51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开封市祥符区半坡店乡政府              
所属事业单位

52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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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祥符区仇楼镇政府              
所属事业单位

53 财政全供 2 管理 专业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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