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省2022年度“三支一扶”招募计划表                                                          

序

号

招募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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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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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宁市 大通县 大通县 三支一扶 0101001 支教 3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小学及以上学科教
师资格证。

2 西宁市 大通县 大通县 三支一扶 0101002 支农 5

农林业工程类、植物

生产类、动物科学类

、动植物检疫类、水
产类、环境科学类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3 西宁市 大通县 大通县 三支一扶 0101003 支医 2
卫生管理类、医学类

、药学类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4 西宁市 大通县 大通县 三支一扶 0101004 帮扶乡村振兴（1） 13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5 西宁市 大通县 大通县 三支一扶 0101005 帮扶乡村振兴（2） 2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面向脱贫户、零就业家
庭和残疾高校毕业生招募。

6 西宁市 大通县 大通县 三支一扶 0101006 乡镇水利管理 2

水利类、农林业工程

类、环境科学类、建
筑建设类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7 西宁市 大通县 大通县 三支一扶 0101007 林草资源管理 2

森林资源类、植物生

产类、景观类、农林

业工程类、环境科学
类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8 西宁市 大通县 大通县 三支一扶 0101008 生态修复 2

环境科学类、国土资

源和地质地矿类、地
理科学类、测绘类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9 西宁市 大通县 大通县 三支一扶 0101009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10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10 西宁市 湟源县 湟源县 三支一扶 0101010 支教 5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小学语文、小学数
学及以上学科教师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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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西宁市 湟源县 湟源县 三支一扶 0101011 支农 2
动物科学类、植物生

产类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12 西宁市 湟源县 湟源县 三支一扶 0101012 支医 5 医学类、药学类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13 西宁市 湟源县 湟源县 三支一扶 0101013 帮扶乡村振兴 4
汉语言与文秘类、建

筑建设类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14 西宁市 湟源县 湟源县 三支一扶 0101014 乡镇水利管理 2 水利类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15 西宁市 湟源县 湟源县 三支一扶 0101015 林草资源管理 2 森林资源类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16 西宁市 湟源县 湟源县 三支一扶 0101016 生态修复 2 环境科学类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17 西宁市 湟源县 湟源县 三支一扶 0101017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1） 4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18 西宁市 湟源县 湟源县 三支一扶 0101018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2） 2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户籍或本县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面向脱贫户、零就业家
庭和残疾高校毕业生招募。

19 西宁市 湟中区 湟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19 支医 4
卫生管理类、医学类

、药学类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20 西宁市 湟中区 湟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20 支农（1） 3
 植物生产类、动物科

学类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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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西宁市 湟中区 湟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21 支农（2） 2 经济管理类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22 西宁市 湟中区 湟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22 支教 6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小学语文、小学数
学及以上学科教师资格证书。

23 西宁市 湟中区 湟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23 帮扶乡村振兴（1） 2 汉语言与文秘类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24 西宁市 湟中区 湟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24 帮扶乡村振兴（2） 2 建筑建设类、金融类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25 西宁市 湟中区 湟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25 乡镇水利管理 3 水利类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26 西宁市 湟中区 湟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26 林草资源管理 3 森林资源类、景观类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27 西宁市 湟中区 湟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27 生态修复 4 环境科学类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28 西宁市 湟中区 湟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28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1）
2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面向脱贫户、零就业家
庭和残疾高校毕业生招募。

29 西宁市 湟中区 湟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29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2）
10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30 西宁市   城西区   城西区 三支一扶 0101030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7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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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西宁市   城西区   城西区 三支一扶 0101031 支教 5

初等教育；全科教
育；小学教育；汉语

言文学；数学与应用

数学；音乐学、音乐
教育；体育教育；美

术学、美术教育；科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小学及以上相应学科
教师资格证。

32 西宁市   城西区   城西区 三支一扶 0101032 支农 1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33 西宁市   城西区   城西区 三支一扶 0101033 帮扶乡村振兴 1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面向脱贫户、零就业家
庭和残疾高校毕业生招募。

34 西宁市   城西区   城西区 三支一扶 0101034 乡镇水利管理 1
水利类、汉语言与文

秘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35 西宁市   城西区   城西区 三支一扶 0101035 林草资源管理 1

森林资源类、景观类

、农林业工程类、植
物生产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36 西宁市   城西区   城西区 三支一扶 0101036 支医（1） 2 卫生管理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37 西宁市   城西区   城西区 三支一扶 0101037 支医（2） 1 药学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38 西宁市   城西区   城西区 三支一扶 0101038 生态修复 1
汉语言与文秘类、环

境科学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39 西宁市 城中区 城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39 支教 2

汉语言文学、数学与

应用数学、小学教育
、初等教育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小学及以上相应学
科教师资格证书。

40 西宁市 城中区 城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40 支医 2 医学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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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西宁市 城中区 城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41
林草资源管理、生态修

复
2

森林资源类、农林业

工程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42 西宁市 城中区 城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42
支农、帮扶乡村振兴、

乡镇水利管理
3

农林业工程类、水利

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43 西宁市 城中区 城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43 帮扶乡村振兴 2 农林业工程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44 西宁市 城中区 城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44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1）
4 公共管理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45 西宁市 城中区 城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45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2）
1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面向脱贫户、零就业家
庭和残疾高校毕业生招募。

46 西宁市 城中区 城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46 帮扶乡村振兴（1） 2
农林业工程类、植物

生产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47 西宁市 城中区 城中区 三支一扶 0101047 帮扶乡村振兴（2） 2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48 西宁市 城北区 城北区 三支一扶 0101048 支农 2
植物生产类、动物科

学类、动植物检疫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49 西宁市 城北区 城北区 三支一扶 0101049 帮扶乡村振兴 1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面向脱贫户、零就业家
庭和残疾高校毕业生招募。

50 西宁市 城北区 城北区 三支一扶 0101050 生态修复 1 环境科学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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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西宁市 城北区 城北区 三支一扶 0101051 支医 3
卫生管理类、药学类

、医学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52 西宁市 城北区 城北区 三支一扶 0101052 支教（1） 3
汉语言文学、小学教

育、初等教育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小学及以上相应学
科教师资格证书。

53 西宁市 城北区 城北区 三支一扶 0101053 支教（2） 2
数学与应用数学、小

学教育、初等教育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小学及以上相应学
科教师资格证书。

54 西宁市 城北区 城北区 三支一扶 0101054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8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55 西宁市 城东区 城东区 三支一扶 0101055 支教（1） 2
汉语言文学、小学教

育、初等教育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小学及以上相应学
科教师资格证。

56 西宁市 城东区 城东区 三支一扶 0101056 支教（2） 1
数学与应用数学、小

学教育、初等教育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小学及以上相应学
科教师资格证。

57 西宁市 城东区 城东区 三支一扶 0101057 支教（3） 1
英语、小学教育、初

等教育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小学及以上相应学
科教师资格证。

58 西宁市 城东区 城东区 三支一扶 0101058 支医（1） 1 护理学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59 西宁市 城东区 城东区 三支一扶 0101059 支医（2） 1
临床医学

（内科）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60 西宁市 城东区 城东区 三支一扶 0101060 支医（3） 1 影像医学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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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西宁市 城东区 城东区 三支一扶 0101061 支农（1） 2
植物生产类、动植物

检疫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62 西宁市 城东区 城东区 三支一扶 0101062 支农（2） 1
植物生产类、农林业

工程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63 西宁市 城东区 城东区 三支一扶 0101063 林草资源管护 1 森林资源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64 西宁市 城东区 城东区 三支一扶 0101064 乡镇水利管理 1 水利类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65 西宁市 城东区 城东区 三支一扶 0101065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1）
7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

66 西宁市 城东区 城东区 三支一扶 0101066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2）
1 专业不限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户籍或本区生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及以上学历，面向脱贫户、零就业家
庭和残疾高校毕业生招募。

67 海东市 乐都区

乐都区各

乡镇人民
政府

三支一扶 2101001 支农(1) 6 农林牧水等相关专业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68 海东市 乐都区

乐都区各

乡镇人民
政府

三支一扶 2101002 支农(2) 6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69 海东市 乐都区
乐都区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101003 支医 4

医学类、药学类相关

专业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70 海东市 乐都区

乐都区公

共就业和
社会保障

三支一扶 2101004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14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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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海东市 循化县
循化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101005 支教 5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专业

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72 海东市 循化县

循化县农

业农村科
技局

三支一扶 2101006 支农 3
动物科学类、植物生

产类和动植物检疫类

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73 海东市 循化县
循化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101007 乡村振兴 6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74 海东市 循化县
循化县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101008 支医 4 医学类和药学类

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75 海东市 循化县
循化县水

利局
三支一扶 2101009 水利 2 水利类

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76 海东市 循化县

循化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101010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5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77 海东市 互助县
互助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101011 支教 5

适用于中小学教育的

各种社会科学专技类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户籍，2021年6月及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必须具有

《教师资格证》，所学专业和所取得的教
师资格证任教学科一致。

78 海东市 互助县

互助县农

业农村科
技局

三支一扶 2101012 支农 8 农、林、牧类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户籍，2021年6月及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所学专业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79 海东市 互助县
互助县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101013 支医 4 医学类、药学类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户籍，2021年6月及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所学专业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80 海东市 互助县
互助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101014 乡村振兴 6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户籍，2021年6月及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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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海东市 互助县

互助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101015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9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户籍，2021年6月及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

82 海东市 民和县
民和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101016 支教 5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专业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83 海东市 民和县

民和县农

业农村和
科技局

三支一扶 2101017 支农 5
植物生产类、动物科

学类和动植物检疫类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84 海东市 民和县
民和县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101018 支医 4 医学类和药学类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85 海东市 民和县
民和县水

利局
三支一扶 2101019 水利 4 水利类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86 海东市 民和县
民和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101020 乡村振兴协理 4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87 海东市 民和县

民和县林

业和草原
局

三支一扶 2101021 林草资源管理 4 林学类、森林资源类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88 海东市 民和县

民和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101022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4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89 海东市 化隆县
化隆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101023 支教 4 师范类专业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需具备相关专业
教师资格证书。

90 海东市 化隆县

化隆县农

业农村和
科技局

三支一扶 2101024 支农 7
农、林、牧类相关专

业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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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海东市 化隆县
化隆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101025 乡村振兴 7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92 海东市 化隆县
化隆县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101026 支医 4 医学类相关专业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93 海东市 化隆县
化隆县水

利局
三支一扶 2101027 水利 2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94 海东市 化隆县

化隆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101028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11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95 海东市 平安区
平安区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101029 支教 4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专业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96 海东市 平安区

平安区农

业农村和
科技局

三支一扶 2101030 支农 2
动物科学类、植物生

产类和动植物检疫类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97 海东市 平安区
平安区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101031 乡村振兴 8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98 海东市 平安区
平安区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101032 支医 4 医学类和药学类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99 海东市 平安区
平安区水

务局
三支一扶 2101033 水利 2 水利类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100 海东市 平安区

平安区就

业和社会

保障服务
平台

三支一扶 2101034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13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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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海东市 河湟新区

河湟新区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
障

三支一扶 2101035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3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102   海东市    河湟新区

河湟新区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
障

三支一扶 2101036 会计 2 会计与审计类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103 海西州 格尔木市
格尔木市

教育局
三支一扶 2801001 支教 9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专业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

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104 海西州 格尔木市
格尔木市
农牧和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801002 支农 2
动物科学类、植物生

产类和动植物检疫类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

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105 海西州 格尔木市
格尔木市
农牧和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801003 乡村振兴 9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

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106 海西州 格尔木市
格尔木市
卫生健康

委员会

三支一扶 2801004 支医 8 医学类和药学类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

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107 海西州 格尔木市
格尔木市

水利局
三支一扶 2801005 水利 2 水利类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

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108 海西州 格尔木市

格尔木市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

障局

三支一扶 2801006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18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

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109 海西州 格尔木市
格尔木市
林业和草

原局

三支一扶 2801007 林草资源 2
植物生产类、森林资
源类、农林业工程类

和景观类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

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相近。

110 海西州 德令哈市
德令哈市
卫健委

三支一扶 2801008 支医 6 医学类、药学类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

111 海西州 德令哈市
德令哈市
农牧和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801009 支农 7 不限专业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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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海西州 德令哈市
德令哈市

教育局
三支一扶 2801010 支教 9 教育学类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113 海西州 德令哈市

德令哈市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

障

三支一扶 2801011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1)
4 法律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114 海西州 德令哈市

德令哈市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

障

三支一扶 2801012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2)
18 不限专业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115 海西州 德令哈市
德令哈市
蓄集乡人

民政府

三支一扶 2801013 乡镇 1 不限专业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116 海西州 茫崖市

茫崖市农

牧水利和
乡村振兴

局

三支一扶 2801014 乡村振兴 2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西州茫崖市户籍、全日制普通高
等学校2021年6月以后毕业的大专及以上学

历的毕业生

117 海西州 茫崖市

茫崖市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801015 就业和社会保障 6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西州茫崖市户籍、全日制普通高
等学校2021年6月以后毕业的大专及以上学

历的毕业生

118 海西州 茫崖市
茫崖市生

态环境局
三支一扶 2801016 生态修复 2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西州茫崖市户籍、全日制普通高
等学校2021年6月以后毕业的大专及以上学

历的毕业生

119 海西州 都兰县
都兰县教
育和科技

局

三支一扶 2801017 支教 3
教育学类专业或已取
得教师资格证的非教

育学类专业

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

及以上学历

120 海西州 都兰县
都兰县农
牧和乡村

振兴局

三支一扶 2801018 支农 2
生物科学类、动物科
学类、动植物检疫类

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

及以上学历

121 海西州 都兰县
都兰县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801019 支医 4 医学类、药学类
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

及以上学历

122 海西州 都兰县
都兰县农
牧和乡村

振兴局

三支一扶 2801020 乡村振兴 4 不限专业
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

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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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海西州 都兰县
都兰县水

利局
三支一扶 2801021 水利 2 水利类

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

及以上学历

124 海西州 都兰县

都兰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801022
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

台
7 不限专业

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

及以上学历

125 海西州 乌兰县
乌兰县教
育和科技

局

三支一扶 2801023 支教 3
教育学类专业或已取
得教师资格证的非师

范专业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

及以上学历

126 海西州 乌兰县
乌兰县农
牧和乡村

振兴局

三支一扶 2801024 支农 4
动物科学类、植物生
产类和动植物检疫类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

及以上学历

127 海西州 乌兰县
乌兰县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801025 支医 3 医疗卫生类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128 海西州 乌兰县

乌兰县人
力资源

和社会保
障局

三支一扶 2801026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1)
6 经济管理类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129 海西州 乌兰县
乌兰县生
态环境局

三支一扶 2801027 生态保护及修复 1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130 海西州 乌兰县
乌兰县文
化旅游广

电局
三支一扶 2801028 文化旅游 1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户籍、2020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131 海西州 乌兰县

乌兰县人
力资源

和社会保
障局

三支一扶 2801029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2)
3 不限专业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面向脱贫户、零就业家庭

和残疾高校毕业生（残疾人家庭）。

132 海西州 乌兰县
乌兰县水

利局
三支一扶 2801030 水利 1 水利类

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133 海西州 天峻县
天峻县教
育科技局

三支一扶 2801031 支教 3
教育类或已取得教师
资格证的非师范专业

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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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海西州 天峻县

天峻县农
牧水利和
乡村振兴

局

三支一扶 2801032 支农 2 不限专业
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135 海西州 天峻县

天峻县农
牧水利和
乡村振兴

局

三支一扶 2801033 乡村振兴 8 不限专业
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136 海西州 天峻县
天峻县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801034 支医 3 医学类、药学类
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137 海西州 天峻县

天峻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801035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1)
2 法律类

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138 海西州 天峻县

天峻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801036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2)
2 会计与审计类

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139 海西州 天峻县

天峻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801037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3)
1 汉语言文学

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140 海西州 天峻县

天峻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801038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4)
1 不限专业

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141 海西州 大柴旦行委

大柴旦行
委人力资
源和社会
保障局

三支一扶 2801039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1 会计与审计类
青海省大柴旦行委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学

历

142 海西州 大柴旦行委
大柴旦行
委就业服

务局
三支一扶 2801040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1 会计与审计类

青海省大柴旦行委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学

历

143 海西州 大柴旦行委
大柴旦行
委社会保
险服务局

三支一扶 2801041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1 汉语言与文秘类
青海省大柴旦行委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学

历

144 海西州 大柴旦行委

大柴旦行
委社会发

展局

三支一扶 2801042 乡村振兴 1 不限专业
青海省大柴旦行委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学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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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海西州 大柴旦行委
大柴旦行
委社会发

展局
三支一扶 2801043 支教 1 不限专业

青海省大柴旦行委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学

历、取得教师资格证

146 海西州 大柴旦行委 三支一扶 2801044 支医 1 医学类、药学类
青海省大柴旦行委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学

历

147 海西州 大柴旦行委

大柴旦行
委经济发
展改革和
统计局

三支一扶 2801045 乡村振兴 2 不限专业
青海省大柴旦行委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学

历

148 海西州 大柴旦行委
柴旦镇综
合服务中

心
三支一扶 2801046 乡村振兴 1 不限专业

青海省大柴旦行委户籍、2021年6月以后
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学

历

149 海南州 共和县
共和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501001 支教 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
、英语、汉语言与文

秘类、数学类专业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具备教师从业资

格证。

150 海南州 共和县
共和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501002 乡村振兴（1） 5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

151 海南州 共和县
共和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501003 乡村振兴(2) 6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招募脱贫

户、零就业家庭和残疾高校毕业生

152 海南州 共和县
共和县水

利局
三支一扶 2501004 水利管理 7 水利类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53 海南州 共和县

共和县生
态环境局

三支一扶 2501005 生态修复(1) 2 法学类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54 海南州 共和县 三支一扶 2501006 生态修复(2) 2 环境科学类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55 海南州 共和县
共和县卫

健局
三支一扶 2501007 支医 10

医学类、药学类、卫

生管理类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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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海南州 共和县
共和县农
牧和科技

局

三支一扶 2501008 支农 5

农林业工程类、生物
科学类、植物生产类

、森林资源类、动物

科学类、动植物检疫
类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57 海南州 共和县

共和县自
然资源和

林业草原

局

三支一扶 2501009 林草资源管理 3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

158 海南州 共和县

共和县自
然资源和

林业草原

局

三支一扶 2501010 营林生产 3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

159 海南州 共和县

共和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501011
公共就业与社会保障

（1）
10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

160 海南州 共和县

共和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501012
公共就业与社会保障

（2）
13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

161 海南州 贵德县
贵德县农
牧和科技

局

三支一扶 2501013 支农（1） 5

植物生产类、动物科
学类、生物科学类、

动植物检疫类、水产

类

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62 海南州 贵德县
贵德县农
牧和科技

局

三支一扶 2501014 支农（2） 2

植物生产类、动物科
学类、生物科学类、

动植物检疫类、水产

类

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招募脱贫户、零

就业家庭和残疾高校毕业生

163 海南州 贵德县
贵德县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501015 支医 7

医学类、药学类、卫

生管理类

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64 海南州 贵德县
贵德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501016 支教 7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65 海南州 贵德县
贵德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501017 乡村振兴（1） 7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66 海南州 贵德县
贵德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501018 乡村振兴（2） 2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招募脱贫户、零

就业家庭和残疾高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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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海南州 贵德县
贵德县水

利局
三支一扶 2501019 水利 2 水利类

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68 海南州 贵德县

贵德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501020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15

汉语言与文秘类、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类、

公共管理类、法律类

、会计与审计类

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69 海南州 贵德县
贵德县生

态环境局
三支一扶 2501021 生态修复 2 环境科学类

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70 海南州 贵德县

贵德县自

然资源和
林业草原

局

三支一扶 2501022 林草资源管理 2
森林资源类、农林业

工程类

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71 海南州 贵南县
贵南县农
牧和水利

局

三支一扶 2501023 支农 3
植物生产类、动植物

检疫类

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72 海南州 贵南县
贵南县农
牧和水利

局

三支一扶 2501024 水利 1 水利类
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73 海南州 贵南县
贵南县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501025 支医 3 临床医学、护理学

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74 海南州 贵南县
贵南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501026 支教 3

体育学类、美术类、
音乐类、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类

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师范类专业或已

取得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类专业

175 海南州 贵南县
贵南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501027 乡村振兴 5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76 海南州 贵南县

贵南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501028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1）
17

汉语言与文秘类、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类、
公共管理类、法律类

、会计与审计类

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77 海南州 贵南县

贵南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501029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2）
2

汉语言与文秘类、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类、

公共管理类、法律类

、会计与审计类

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招募脱贫户、零

就业家庭和残疾高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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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海南州 贵南县
贵南县生

态环境局
三支一扶 2501030 生态修复 1 环境科学类

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79 海南州 贵南县

贵南县自
然资源和

林业草原

局

三支一扶 2501031 林草资源管理 3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80 海南州 兴海县
兴海县农
牧和水利

局

三支一扶 2501032 支农 5 农、林、牧、渔类

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

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

求一致或接近。

181 海南州 兴海县
兴海县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501033 支医 5 医疗卫生类

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
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

求一致或接近。

182 海南州 兴海县
兴海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501034 支教 3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
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

求一致或接近。

183 海南州 兴海县

兴海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501035
公共就业和

社会保障(1)
7

汉语言文学类、法律
类、会计审计类、计

算机与科学技术类                                                                                                                                                                                                                                                                                                                        

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与岗位

需求一致或接近。

184 海南州 兴海县

兴海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501036
公共就业和

社会保障（2）
10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185 海南州 兴海县
兴海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501037 乡村振兴（1） 6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186 海南州 兴海县
兴海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501038 乡村振兴（2） 2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招募脱贫户、零

就业家庭和残疾高校毕业生。

187 海南州 同德县
同德县农
牧和水利

局

三支一扶 2501039 支农 3
植物生产类、动植物
检疫类、水利类、农

业经济、文秘

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

学历，所学专业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88 海南州 同德县 各乡镇 三支一扶 2501040 支农 7
植物生产类、动植物
检疫类、水利类、农

业经济

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

学历，所学专业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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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海南州 同德县
同德县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501041 支医 4 医疗卫生类

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

学历，所学专业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90 海南州 同德县
同德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501042 支教 4 汉语文文学类

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

学历；持小学以上教师资格证书。所学专

业或取得的教师资格证任教学科与所报学
科一致。

191 海南州 同德县
同德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501043 乡村振兴（1） 2

汉语言文学类、建筑

建设类

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

学历，所学专业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92 海南州 同德县
同德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501044 乡村振兴（2） 2 专业不限

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

学历，所学专业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招募脱贫户、零就业家庭和残疾高校毕业
生。

193 海南州 同德县

同德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501045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12

文秘类、会计与审计
类、法律类、档案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

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

学历，所学专业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94 海南州 同德县
同德县生

态环境局
三支一扶 2501046 生态修复 2

汉语言文学类、新闻
学、       环境科

学类、文秘类

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

学历，所学专业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95 海南州 同德县
同德县自

然资源局
三支一扶 2501047 林草资源管理 2

汉语言文学类、土地

管理专业

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专及以上

学历，所学专业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196

海北州 门源县 门源县

三支一扶 2201001

支农

5 农、牧大类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
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门源

县户籍

197 三支一扶 2201002 3 水利类
青海省海
北州门源

县户籍

198

海北州 门源县 门源县

三支一扶 2201003

支医

5

医疗卫生类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
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门源

县户籍

199 三支一扶 2201004 15
2022年6月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全日制大
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

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门源

县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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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海北州 门源县 门源县

三支一扶 2201005

支教

6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

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门源

县户籍

201 三支一扶 2201006 10
2022年6月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全日制大
专以上学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

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门源

县户籍

202

海北州 门源县 门源县

三支一扶 2201007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4

 专业不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
历。（该岗位面向脱贫户、零就业家庭和

残疾高校毕业生招募）

青海省海
北州门源

县户籍

203 三支一扶 2201008 14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

历。

青海省海
北州门源

县户籍

204

海北州 门源县 门源县

三支一扶 2201009

乡村振兴协理员

6

 专业不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
历。（该岗位面向脱贫户、零就业家庭和

残疾高校毕业生招募）

青海省海
北州门源

县户籍

205 三支一扶 2201010 14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

历。

青海省海
北州门源

县户籍

206

海北州 门源县 门源县

三支一扶 2201011

生态修复、林草资源

3 环境科学类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

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门源

县户籍

207 三支一扶 2201012 5 林草类、森林资源类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

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门源

县户籍

208 海北州 祁连县 祁连县 三支一扶 2201013 支医 7 医疗卫生类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国民教育大专及以
上学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祁连

县户籍

209 海北州 祁连县 祁连县 三支一扶 2201014 支教 7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国民教育大专及以
上学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祁连

县户籍

210 海北州 祁连县 祁连县 三支一扶 2201015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6 专业不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国民教育大专及以

上学历

青海省海
北州祁连

县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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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海北州 祁连县 祁连县

三支一扶 2201016

乡村振兴

8

专业不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国民教育大专及以

上学历

青海省海
北州祁连

县户籍

212 三支一扶 2201017 2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国民教育大专及以
上学历（此岗位面向脱贫户、零就业家庭

和残疾高校毕业生）

青海省海
北州祁连

县户籍

213 海北州 刚察县 刚察县 三支一扶 2201018 支农 5
农、林、牧类、水利

类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

或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刚察

县户籍

214 海北州 刚察县 刚察县 三支一扶 2201019 支教 3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

或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刚察

县户籍

215 海北州 刚察县 刚察县 三支一扶 2201020 支医 3 医疗卫生类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

或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刚察

县户籍

216 海北州 刚察县 刚察县 三支一扶 2201021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6 专业不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青海省海
北州刚察

县户籍

217 海北州 刚察县 刚察县 三支一扶 2201022 乡村振兴 协理员 10 专业不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青海省海
北州刚察

县户籍

218 海北州 刚察县 刚察县 三支一扶 2201023
生态修复、林草资源

管理
8 环境、林草类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

或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刚察

县户籍

219 海北州 海晏县 海晏县 三支一扶 2201024 支农、水利管理 2
农、林、牧类、水利

类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

或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海晏

县户籍

220 海北州 海晏县 海晏县 三支一扶 2201025 支医 4 医疗卫生类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

或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海晏

县户籍

221 海北州 海晏县 海晏县 三支一扶 2201026 支教 4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

或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海晏

县户籍

第 21 页，共 31 页



序

号

招募地

区
主管部门 招聘单位 招聘职位 职位代码 岗位

招

聘

人
数

专业 所需资格条件 （岗位要求） 备注

222 海北州 海晏县 海晏县 三支一扶 2201027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10 专业不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青海省海
北州海晏

县户籍

223 海北州 海晏县 海晏县 三支一扶 2201028 乡村振兴 协理员 10 专业不限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

青海省海
北州海晏

县户籍

224 海北州 海晏县 海晏县 三支一扶 2201029
生态修复、林草资源

管理、营林生产
5 环境、林草类

2021年6月以后毕业，全日制普通高校大
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

或接近。

青海省海
北州海晏

县户籍

225 黄南州 同仁市
同仁市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301001 支教 20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26 黄南州 同仁市
同仁市农
牧和科技

局

三支一扶 2301002 支农 4 植物生产类
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27 黄南州 同仁市
同仁市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301003 支医 13 医学类

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28 黄南州 同仁市
同仁市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301004 乡村振兴 10 专业不限

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29 黄南州 同仁市

同仁市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301005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
11 专业不限

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30 黄南州 同仁市
同仁市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301006 生态修复 2 环境科学类

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31 黄南州 同仁市
同仁市农
牧科技局

三支一扶 2301007 林草资源管理 2
植物生产类、森林资

源类

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32 黄南州 同仁市
同仁市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301008

脱贫户、零就业家庭
、残疾高校毕业生岗

位 

3 定向招募 专业不限
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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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黄南州 尖扎县
尖扎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301009 支教 6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34 黄南州 尖扎县

尖扎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301010 支农 5 植物生产类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35 黄南州 尖扎县
尖扎县生

态环境局
三支一扶 2301011 支医 5 医学类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36 黄南州 尖扎县
尖扎县林
业和草原

局

三支一扶 2301012 乡村振兴 12 专业不限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37 黄南州 尖扎县

尖扎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301013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
21 专业不限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38 黄南州 尖扎县
尖扎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301014 生态修复 4 环境科学类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39 黄南州 尖扎县
尖扎县农

牧局
三支一扶 2301015 林草资源管理 4

植物生产类、森林资

源类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户籍，2021年应届
生，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所学

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40 黄南州 尖扎县
尖扎县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301016

脱贫户、零就业家庭
、残疾高校毕业生岗

位 

3 定向招募 专业不限
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41 黄南州 泽库县
泽库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301017 支教 8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42 黄南州 泽库县

泽库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301018 支农 4 植物生产类
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43 黄南州 泽库县
泽库县生

态环境局
三支一扶 2301019 支医 8 医学类

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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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黄南州 泽库县
泽库县自

然资源局
三支一扶 2301020 乡村振兴 10 专业不限

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45 黄南州 泽库县

泽库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301021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
13 专业不限

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46 黄南州 泽库县
泽库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301022 生态修复 2 环境科学类

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47 黄南州 泽库县
泽库县农
牧水利和

科技局

三支一扶 2301023 林草资源管理 3
植物生产类、森林资

源类

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48 黄南州 泽库县
泽库县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301024
脱贫户、零就业家庭
、残疾高校毕业生岗

位 

2 定向招募 专业不限
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49 黄南州 河南县
河南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301025 支教 5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黄南州河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50 黄南州 河南县

河南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301026 支农 6 植物生产类
青海省黄南州河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51 黄南州 河南县

河南县自
然资源和

林业草原

局

三支一扶 2301027 支医 5 医学类
青海省黄南州河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52 黄南州 河南县

河南县自

然资源和
林业草原

局

三支一扶 2301028 乡村振兴 5 专业不限
青海省黄南州河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53 黄南州 河南县

河南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301029
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
17 专业不限

青海省黄南州河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54 黄南州 河南县
河南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301030 生态修复 5 环境科学类

青海省黄南州河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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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黄南州 河南县
河南县农
牧水利和

科技局

三支一扶 2301031 林草资源管理 5
植物生产类、森林资

源类

青海省黄南州河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56 黄南州 河南县
河南县卫

生健康局
三支一扶 2301032

脱贫户、零就业家庭
、残疾高校毕业生岗

位 

2 定向招募 专业不限
青海省黄南州河南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的，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57 果洛州 玛沁县
玛沁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601001 支农 18

农、林、牧类、水利

类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58 果洛州 玛沁县

玛沁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601002 支医 10 医疗卫生类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59 果洛州 玛沁县
玛沁县自
然资源局

三支一扶 2601003 支教 10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60 果洛州 玛沁县
玛沁县自

然资源局
三支一扶 2601004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7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

261 果洛州 玛沁县

玛沁县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三支一扶 2601005 乡村振兴 协理员 18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

262 果洛州 玛沁县
玛沁县生

态环境局
三支一扶 2601006

生态修复、林草资源

管理
12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63 果洛州 甘德县
甘德县农

牧局
三支一扶 2601007 支农 8

农、林、牧类、水利
类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64 果洛州 甘德县
甘德县卫

健委
三支一扶 2601008 支医 7 医疗卫生类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65 果洛州 甘德县
甘德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601009 支教 6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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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果洛州 甘德县
甘德县人

社局
三支一扶 2601010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1)
5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

267 果洛州 甘德县
甘德县人

社局
三支一扶 2601011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2)
15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7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

268 果洛州 甘德县
甘德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601012 乡村振兴 协理员 7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

269 果洛州 甘德县
甘德县生
态环境局

三支一扶 2601013
生态修复、林草资源

管理
7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70 果洛州 达日县
达日县农

牧局
三支一扶 2601014 支农 8

农、林、牧类、水利
类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71 果洛州 达日县
达日县卫

健委
三支一扶 2601015 支医 7 医疗卫生类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72 果洛州 达日县
达日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601016 支教 7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73 果洛州 达日县
达日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601017 乡村振兴 协理员 10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

274 果洛州 达日县
达日县人

社局
三支一扶 2601018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8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

275 果洛州 达日县
达日县生
态环境局

三支一扶 2601019
生态修复、林草资源

管理
5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76 果洛州 班玛县
班玛县农

牧局
三支一扶 2601020 支农 9

农、林、牧类、水利

类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第 26 页，共 31 页



序

号

招募地

区
主管部门 招聘单位 招聘职位 职位代码 岗位

招

聘

人
数

专业 所需资格条件 （岗位要求） 备注

277 果洛州 班玛县
班玛县卫

健委
三支一扶 2601021 支医 4 医疗卫生类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78 果洛州 班玛县
班玛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601022 支教 6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79 果洛州 班玛县
班玛县人

社局
三支一扶 2601023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12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

280 果洛州 班玛县
班玛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601024 乡村振兴 协理员 5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

281 果洛州 班玛县
班玛县生
态环境局

三支一扶 2601025
生态修复、林草资源

管理
4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82 果洛州 久治县
久治县农

牧局
三支一扶 2601026 支农 4

农、林、牧类、水利

类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83 果洛州 久治县
久治县卫

健委
三支一扶 2601027 支医 4 医疗卫生类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84 果洛州 久治县
久治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601028 支教 4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85 果洛州 久治县
久治县人

社局
三支一扶 2601029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11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

286 果洛州 久治县
久治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601030 乡村振兴 协理员 4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

287 果洛州 久治县
久治县生

态环境局
三支一扶 2601031

生态修复、林草资源

管理
3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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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果洛州 玛多县
玛多县农

牧局
三支一扶 2601032 支农 6

农、林、牧类、水利

类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89 果洛州 玛多县
玛多县卫

健委
三支一扶 2601033 支医 6 医疗卫生类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90 果洛州 玛多县
玛多县教

育局
三支一扶 2601034 支教 6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91 果洛州 玛多县
玛多县人

社局
三支一扶 2601035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6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

292 果洛州 玛多县
玛多县乡
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2601036 乡村振兴 协理员 6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

293 果洛州 玛多县
玛多县生

态环境局
三支一扶 2601037

生态修复、林草资源

管理
5 专业不限

青海省果洛州户籍，2021年6月以后毕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94 玉树州 玉树市 玉树市 三支一扶 2701001 支农 9 农、林、牧、渔类
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95 玉树州 玉树市 玉树市 三支一扶 2701002 支医 13 医疗卫生类
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96 玉树州 玉树市 玉树市 三支一扶 2701003 支教 13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297 玉树州 玉树市 玉树市 三支一扶 2701004 乡村振兴 20 专业不限
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98 玉树州 玉树市 玉树市 三支一扶 2701005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20 专业不限

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市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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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玉树州 称多县 称多县 三支一扶 2701006 支农 6 农、林、牧、渔类
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300 玉树州 称多县 称多县 三支一扶 2701007 支医 8 医疗卫生类
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301 玉树州 称多县 称多县 三支一扶 2701008 支教 9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302 玉树州 称多县 称多县 三支一扶 2701009 乡村振兴 11 专业不限
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303 玉树州 称多县 称多县 三支一扶 2701010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11 专业不限

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304 玉树州 囊谦县 囊谦县 三支一扶 2701011 支农 8 农、林、牧、渔类
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305 玉树州 囊谦县 囊谦县 三支一扶 2701012 支医 12 医疗卫生类
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306 玉树州 囊谦县 囊谦县 三支一扶 2701013 支教 12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307 玉树州 囊谦县 囊谦县 三支一扶 2701014 乡村振兴 14 专业不限
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308 玉树州 囊谦县 囊谦县 三支一扶 2701015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14 专业不限

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309 玉树州 杂多县 杂多县 三支一扶 2701016 支农 6 农、林、牧、渔类
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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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玉树州 杂多县 杂多县 三支一扶 2701017 支医 8 医疗卫生类
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311 玉树州 杂多县 杂多县 三支一扶 2701018 支教 9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312 玉树州 杂多县 杂多县 三支一扶 2701019 乡村振兴 11 专业不限
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313 玉树州 杂多县 杂多县 三支一扶 2701020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11 专业不限

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314 玉树州 治多县 治多县 三支一扶 2701021 支农 6 农、林、牧、渔类
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315 玉树州 治多县 治多县 三支一扶 2701022 支医 7 医疗卫生类
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316 玉树州 治多县 治多县 三支一扶 2701023 支教 7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

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317 玉树州 治多县 治多县 三支一扶 2701024 乡村振兴 10 专业不限
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318 玉树州 治多县 治多县 三支一扶 2701025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10 专业不限

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户籍、2021年6月以
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319 玉树州 曲麻莱县 曲麻莱县 三支一扶 2701026 支农 6 农、林、牧、渔类
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户籍、2021年6月
以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320 玉树州 曲麻莱县 曲麻莱县 三支一扶 2701027 支医 7 医疗卫生类
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户籍、2021年6月
以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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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玉树州 曲麻莱县 曲麻莱县 三支一扶 2701028 支教 7
师范类专业或已取得
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

类专业

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户籍、2021年6月
以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

业所学与岗位需求一致或接近

322 玉树州 曲麻莱县 曲麻莱县 三支一扶 2701029 乡村振兴 10 专业不限
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户籍、2021年6月

以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323 玉树州 曲麻莱县 曲麻莱县 三支一扶 2701030
公共就业

和社会保障
10 专业不限

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户籍、2021年6月

以后毕业、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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