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年甘肃省检察机关公开招聘聘用制书记员职位表

序
号

地区
（市州）

招聘单位 职位编号
招聘
人数

报考要求

学历 专业 户籍 其他

1 省直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 2020001 15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法学 限甘肃户籍

2 省直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 2020002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 限甘肃户籍

3 省直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 2020003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会计学 限甘肃户籍

4 省直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 2020004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限甘肃户籍

5 省直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兰州铁路

运输分院
2020005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中文、文秘、新闻 限甘肃户籍

6 省直 兰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2020006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律类 限甘肃户籍 限男性

7 省直 武威铁路运输检察院 2020007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财务管理类 限甘肃户籍

8 省直 武威铁路运输检察院 2020008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类 限甘肃户籍

9 省直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林区分院 2020009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 法学类 限兰州户籍

10 省直 祁连山林区人民检察院 2020010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 法学类 限张掖户籍
限男性，单位地址在张

掖市

11 省直 洮河林区人民检察院 2020011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 法学类 限卓尼县户籍
单位地址在甘南州

卓尼县

12 省直 小陇山林区人民检察院 2020012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 计算机媒体技术 限甘肃户籍 单位地址在天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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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省直 小陇山林区人民检察院 2020013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 法学类 限甘肃户籍 单位地址在天水市

14 省直 子午岭林区人民检察院 2020014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 会计 限庆阳户籍 单位地址在庆阳市

15 省直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矿区分院 2020015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 不限 限甘肃户籍 限男性

16 兰州市 兰州市人民检察院 2020016 6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本

科以上学历要求取得相应学位）

专科：法律实务类；

本科：法学专业；研究生：法学（一级

学科）

限甘肃户籍 限男性

17 兰州市 兰州市人民检察院 2020017 6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本

科以上学历要求取得相应学位）

专科：法律实务类；
本科：法学专业；研究生：法学（一级

学科）

限甘肃户籍

18 兰州市 兰州市人民检察院 2020018 3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本

科以上学历要求取得相应学位）
不限 限甘肃户籍 限男性

19 兰州市 兰州市人民检察院 2020019 4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本

科以上学历要求取得相应学位）
不限 限甘肃户籍

20 兰州市 城关区人民检察院 2020020 4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法学专业 限甘肃户籍

21 兰州市 城关区人民检察院 2020021 3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法学专业 限甘肃户籍 限男性

22 兰州市 城关区人民检察院 2020022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本科（本

科学历要求取得相应学位）

专科：文秘类；

本科：秘书学专业
限甘肃户籍 限男性

23 兰州市 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 2020023 3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本

科以上学历要求取得相应学位）

专科：法律事务；

本科：法学专业；
研究生：法学（一级学科）

限甘肃户籍

24 兰州市 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 2020024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本

科以上学历要求取得相应学位）

专科：法律事务；

本科：法学专业；

研究生：法学（一级学科）

限甘肃户籍 限男性

第 2 页，共 14 页



序
号

地区
（市州）

招聘单位 职位编号
招聘
人数

报考要求

学历 专业 户籍 其他

25 兰州市 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 2020025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本科（本

科学历要求取得相应学位）

专科：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网络工程专业

限甘肃户籍 限男性

26 兰州市 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 2020026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本

科以上学历要求取得相应学位）
不限 限甘肃户籍 限男性

27 兰州市 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 2020027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本

科以上学历要求取得相应学位）
不限 限甘肃户籍

28 兰州市 西固区人民检察院 2020028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本

科以上学历要求取得相应学位）

专科：法律实务类；
本科：法学专业；

研究生：法学（一级学科）

限兰州户籍 限男性

29 兰州市 西固区人民检察院 2020029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本

科以上学历要求取得相应学位）

专科：法律实务类；
本科：法学专业；

研究生：法学（一级学科）

限兰州户籍

30 兰州市 安宁区人民检察院 2020030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法学专业 限兰州户籍

31 兰州市 安宁区人民检察院 2020031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新闻学专业 限兰州户籍 限男性

32 兰州市 红古区人民检察院 2020032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本

科以上学历要求取得相应学位）
不限 限兰州户籍

33 兰州市 红古区人民检察院 2020033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本

科以上学历要求取得相应学位）
不限 限兰州户籍 限男性

34 兰州市 永登县人民检察院 2020034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法学专业 限甘肃户籍

35 兰州市 皋兰县人民检察院 2020035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本科（本

科学历要求取得相应学位）

专科：会计专业；

本科：会计学专业
限甘肃户籍

36 兰州市 皋兰县人民检察院 2020036 5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本

科以上学历要求取得相应学位）
不限 限甘肃户籍

37 天水市 天水市人民检察院 2020037 4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法学 限天水户籍 限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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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天水市 天水市人民检察院 2020038 4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法学 限天水户籍

39 天水市 天水市人民检察院 2020039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会计学 限天水户籍

40 天水市 秦州区人民检察院 2020040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法学 限天水户籍

41 天水市 秦州区人民检察院 2020041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限天水户籍

42 天水市 秦州区人民检察院 2020042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 限天水户籍

43 天水市 麦积区人民检察院 2020043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法学 限天水户籍 限男性

44 天水市 麦积区人民检察院 2020044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法学 限天水户籍

45 天水市 甘谷县人民检察院 2020045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计算机科学技术 限天水户籍

46 天水市 甘谷县人民检察院 2020046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类、法学类 限天水户籍

47 天水市 清水县人民检察院 2020047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类 限天水户籍

48 天水市 张家川县人民检察院 2020048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 限天水户籍

49 天水市 张家川县人民检察院 2020049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 限天水户籍

50 白银市 白银市人民检察院 2020050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白银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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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白银市 平川区人民检察院 2020051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 限白银户籍

52 白银市 平川区人民检察院 2020052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广播电视学

（专科仅限摄影摄像技术、音像技术和

电视节目制作）

限白银户籍

53 白银市 靖远县人民检察院 2020053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侦查学 限白银户籍 限男性

54 白银市 靖远县人民检察院 2020054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计算机、新闻传播 限白银户籍 限男性

55 白银市 靖远县人民检察院 2020055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白银户籍

56 白银市 景泰县人民检察院 2020056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律专业 限白银户籍 限男性

57 白银市 景泰县人民检察院 2020057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律专业 限白银户籍

58 金昌市 金昌市人民检察院 2020058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本科:法学、中国语言文学、新闻学；

研究生:法学、新闻传播学、新闻学
限甘肃户籍

59 金昌市 永昌县人民检察院 2020059 4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专科：法律实务类、行政管理、图书档

案管理；

本科：法学、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
播学类、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研究生：不限专业

限金昌户籍

60 金昌市 金川区人民检察院 2020060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专科：财务会计类；本科：会计学；

研究生：会计学
限金昌户籍

61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人民检察院 2020061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 限甘肃户籍 限男性

62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人民检察院 2020062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 限甘肃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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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人民检察院 2020063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甘肃户籍

64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人民检察院 2020064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会计学 限甘肃户籍

65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检察院 2020065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 限甘肃户籍 限男性

66 酒泉市 酒泉市人民检察院 2020066 3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律实务类

法学专业
限酒泉户籍

67 酒泉市 肃州区人民检察院 2020067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律实务类

法学专业
限酒泉户籍

68 酒泉市 肃州区人民检察院 2020068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律实务类

法学专业
限酒泉户籍 限男性

69 酒泉市 玉门市人民检察院 2020069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财务管理、会计学 限酒泉户籍

70 酒泉市 玉门市人民检察院 2020070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律实务类

法学专业
限酒泉户籍

71 酒泉市 玉门市人民检察院 2020071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律实务类

法学专业
限酒泉户籍 限男性

72 酒泉市 敦煌市人民检察院 2020072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律实务类

法学专业
限酒泉户籍 限男性

73 酒泉市 敦煌市人民检察院 2020073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计算机类 限酒泉户籍 限男性

74 酒泉市 敦煌市人民检察院 2020074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酒泉户籍

75 酒泉市 瓜州县人民检察院 2020075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酒泉户籍

76 酒泉市 金塔县人民检察院 2020076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计算机类 限酒泉户籍 限男性

77 酒泉市 金塔县人民检察院 2020077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酒泉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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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酒泉市 肃北县人民检察院 2020078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酒泉户籍 限男性

79 酒泉市 肃北县人民检察院 2020079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计算机类 限酒泉户籍

80 酒泉市 肃北县人民检察院 2020080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酒泉户籍

81 酒泉市 阿克塞县人民检察院 2020081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阿克塞县

户籍

82 张掖市 张掖市人民检察院 2020082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专业  限张掖户籍 限男性

83 张掖市 张掖市人民检察院 2020083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专业  限张掖户籍

84 张掖市 甘州区人民检察院 2020084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不限 限张掖户籍

85 张掖市 临泽县人民检察院 2020085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专业、法律实务 限张掖户籍 限男性

86 张掖市 临泽县人民检察院 2020086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专业、法律实务 限张掖户籍

87 张掖市 高台县人民检察院 2020087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张掖户籍

88 张掖市 山丹县人民检察院 2020088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专业    限张掖户籍

89 张掖市 民乐县人民检察院 2020089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专业、法律实务 限张掖户籍 限男性

90 张掖市 民乐县人民检察院 2020090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专业、法律实务 限张掖户籍

91 张掖市 民乐县人民检察院 2020091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不限 限张掖户籍

92 张掖市 肃南县人民检察院 2020092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法学专业、法律实务 限肃南县户籍 限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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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张掖市 肃南县人民检察院 2020093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法学专业、法律实务 限肃南县户籍

94 武威市 武威市人民检察院 2020094 3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法律实务类 限甘肃户籍 限男性

95 武威市 武威市人民检察院 2020095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法律实务类 限甘肃户籍

96 武威市 武威市人民检察院 2020096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计算机类            限甘肃户籍 限男性

97 武威市 武威市人民检察院 2020097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   限甘肃户籍

98 武威市  凉州区人民检察院 2020098 3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法律实务类 限甘肃户籍

99 武威市  凉州区人民检察院 2020099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   限甘肃户籍 限男性

100 武威市  凉州区人民检察院 2020100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会计学、财务管理 限甘肃户籍 限男性

101 武威市 民勤县人民检察院 2020101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法学 限武威户籍

102 武威市 民勤县人民检察院 2020102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信息安

全
限武威户籍

103 武威市 古浪县人民检察院 2020103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法律实务类、中国语言文学类、 

会计学、新闻传播学类
限甘肃户籍

104 武威市 天祝县人民检察院 2020104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研究生：法学（含二级学科）；

本科：法学类（包含本科特设专业）；
大专：法律实务类、法律执行类

限武威户籍

105 武威市 天祝县人民检察院 2020105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研究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网络空间安全（含二级学科)；

本科：计算机类（包括本科特设专

业）；

大专：计算机类

限武威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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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武威市 天祝县人民检察院 2020106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

（含二级学科)；
本科：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

（包括本科特设专业）；

大专：汉语、新闻传播类

限武威户籍

107 平凉市 平凉市人民检察院 2020107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类 限平凉户籍

108 平凉市 平凉市人民检察院 2020108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限平凉户籍 限男性

109 平凉市 平凉市人民检察院 2020109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平凉户籍

110 平凉市 崆峒区人民检察院 2020110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类 限甘肃户籍

111 平凉市 崆峒区人民检察院 2020111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新闻传播学类 限甘肃户籍

112 平凉市 泾川县人民检察院 2020112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平凉户籍 限男性

113 平凉市 泾川县人民检察院 2020113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类 限平凉户籍

114 平凉市 泾川县人民检察院 2020114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财会类 限平凉户籍

115 平凉市 静宁县人民检察院 2020115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甘肃户籍 限男性

116 平凉市 静宁县人民检察院 2020116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甘肃户籍

117 平凉市 灵台县人民检察院 2020117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类 限平凉户籍

118 平凉市 灵台县人民检察院 2020118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财会类 限平凉户籍

119 平凉市 灵台县人民检察院 2020119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平凉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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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平凉市 崇信县人民检察院 2020120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类 限平凉户籍

121 平凉市 庄浪县人民检察院 2020121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类 限平凉户籍

122 平凉市 庄浪县人民检察院 2020122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计算机类 限平凉户籍

123 平凉市 庄浪县人民检察院 2020123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文秘类 限平凉户籍

124 庆阳市 庆阳市人民检察院 2020124 3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法学类 限庆阳户籍

125 庆阳市 庆阳市人民检察院 2020125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 限庆阳户籍

126 庆阳市 庆阳市人民检察院 2020126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新闻传播学类 限庆阳户籍

127 庆阳市 西峰区人民检察院 2020127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类 限庆阳户籍

128 庆阳市 西峰区人民检察院 2020128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财务会计 限庆阳户籍

129 庆阳市 西峰区人民检察院 2020129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环境设计及环境资源相关类 限庆阳户籍
负责公益诉讼调查取证

工作

130 庆阳市 西峰区人民检察院 2020130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类、新闻类 限庆阳户籍

131 庆阳市 庆城县人民检察院 2020131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法学类 限庆阳户籍

132 庆阳市 庆城县人民检察院 2020132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研究生;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本科：工学类；

专科：石油与天然气类或资源勘查类

限庆阳户籍
负责公益诉讼调查取证

工作

133 庆阳市 镇原县人民检察院 2020133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 限庆阳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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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庆阳市 宁县人民检察院 2020134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秘书学、新闻学 限庆阳户籍

135 庆阳市 正宁县人民检察院 2020135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法学类 限庆阳户籍

136 庆阳市 正宁县人民检察院 2020136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 限庆阳户籍

137 庆阳市 正宁县人民检察院 2020137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财务会计 限庆阳户籍

138 庆阳市 合水县人民检察院 2020138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本科：法学类；                      

研究生：（一级学科）法学
限庆阳户籍

139 庆阳市 合水县人民检察院 2020139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本科：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

类；                            研
究生：（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新

闻传播学

限庆阳户籍 限男性

140 庆阳市 华池县人民检察院 2020140 4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法学类 限庆阳户籍

141 定西市 定西市人民检察院 2020141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法学 限定西户籍

142 定西市 定西市人民检察院 2020142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计算机类 限定西户籍

143 定西市 定西市人民检察院 2020143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会计学、财务管理 限定西户籍

144 定西市 安定区人民检察院 2020144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类 限甘肃户籍

145 定西市 通渭县人民检察院 2020145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会计学、财务管理 限定西户籍

146 定西市 通渭县人民检察院 2020146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 限定西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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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定西市 渭源县人民检察院 2020147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计算机网络技术 限甘肃户籍

148 定西市 漳县人民检察院 2020148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法学、经济学 限定西户籍

149 陇南市 陇南市人民检察院 2020149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本科：法学专业；

研究生：法学专业
限陇南户籍 限男性

150 陇南市 武都区人民检察院 2020150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本科：法学专业；

研究生：法学专业
限陇南户籍 限男性

151 陇南市 武都区人民检察院 2020151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本科：中国语言文学类；

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
限陇南户籍

152 陇南市 文县人民检察院 2020152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会计学专业 限陇南户籍

153 陇南市 文县人民检察院 2020153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网络技术专业 限陇南户籍

154 陇南市 文县人民检察院 2020154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法学专业 限陇南户籍

155 陇南市 文县人民检察院 2020155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法学专业 限陇南户籍

156 陇南市 徽县人民检察院 2020156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汉语言文学专业 限陇南户籍 限男性

157 陇南市 两当县人民检察院 2020157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文秘专业、法律专业 限陇南户籍

158 陇南市 西和县人民检察院 2020158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研究生：法学类；

本科：法学类
限陇南户籍

159 陇南市 西和县人民检察院 2020159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

类；
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秘书学专业、

新闻传播学类

限陇南户籍 限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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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陇南市 礼县人民检察院 2020160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研究生：法学类；
本科：法学类

限陇南户籍 限男性

161 临夏州 积石山县人民检察院 2020161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法学 限临夏户籍

162 临夏州 积石山县人民检察院 2020162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新闻学 限临夏户籍

163 临夏州 积石山县人民检察院 2020163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财会 限临夏户籍

164 临夏州 广河县人民检察院 2020164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汉语言文学 限临夏户籍

165 临夏州 永靖县人民检察院 2020165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临夏户籍

166 临夏州 东乡县人民检察院 2020166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 限临夏户籍

167 甘南州 甘南州人民检察院 2020167 4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甘南户籍  

168 甘南州 合作市人民检察院 2020168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甘南户籍  

169 甘南州 夏河县人民检察院 2020169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甘南户籍  

170 甘南州 迭部县人民检察院 2020170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会计学、财务管理 限甘南户籍

171 甘南州 舟曲县人民检察院 2020171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中国语言文学类 限甘南户籍  

172 甘南州 碌曲县人民检察院 2020172 2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类 限甘南户籍  限男性

173 甘南州 碌曲县人民检察院 2020173 3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甘南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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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甘南州 玛曲县人民检察院 2020174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不限 限甘南户籍  

175 甘南州 玛曲县人民检察院 2020175 1 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法学类 限甘南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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