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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洛龙区 2022年引进高学历人才计划表（70人）

类别 岗位
岗位
代码

引进
人数

岗位
性质

专业范围

区直部门

事业单位

（55人）

洛龙区纪委电教信息网络

管理中心
2201 1 管理九级

法律（法学）（专硕）、法律

（非法学）（专硕）、刑法学、

诉讼法学、民商法学

洛龙区区委信息中心 2202 1 管理九级

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

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汉语言文字学

洛龙区群团服务中心 2203 1 管理九级

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

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汉语言文字学

洛龙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2204 2 管理九级

新闻学、新闻与传播（专硕）、

广播电视艺术学、广播电视

（专硕）、电影（专硕）

洛龙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2205 1 管理九级

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

际贸易学、政治经济学、中国

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洛龙区网络舆情管理中心 2206 1 管理九级

网络与信息安全（专硕）、新

闻与传播（专硕）、文艺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

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洛龙区党外人士服务中心 2207 1 管理九级

法律（法学）（专硕）、法学

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

文字学

洛龙区巡察工作数据中心 2208 1 管理九级

法律（法学）（专硕）、法律

（非法学）（专硕）、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中国现当代文

学、新闻学

洛龙区督查考评工作中心 2209 1 管理九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汉语言文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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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直部门

事业单位

（55人）

洛龙区委党校 2210 2 管理九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人

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共

党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

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

究

洛龙区政府调研室 2211 2 管理九级

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宪

法学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

诉讼法学

洛龙区项目建设发展中心 2212 1 管理九级

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

政学、金融学、金融（专硕）、

产业经济学、统计学

洛龙区项目建设发展中心 2213 2 管理九级

工商管理（专硕）、公共管理

（专硕）、工程管理（专硕）、

项目管理（专硕）、行政管理

洛龙区自主创新发展中心 2214 2 管理九级

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统

计学、数量经济学、政治经济

学、计算机应用技术、智能制

造技术（专硕）、生物技术与

工程（专硕）、材料工程（专

硕）、光电信息工程（专硕）、

人工智能（专硕）、机械工程

（专硕）、储能技术（专硕）、

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微电

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

洛龙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2215 2 管理九级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

子工程、通信与信息系统、控

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洛龙区政府采购中心 2216 1 管理九级

财政学、金融学、国民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会

计学、会计（专硕）、行政管

理

洛龙区国有资产登记管理

中心
2217 1 专技初级

财政学、金融学、国民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会

计学、会计（专硕）、行政管

理

洛龙区财政信息中心 2218 1 专技初级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

用技术、计算机系统结构、计

算机技术（专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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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直部门

事业单位

（55人）

洛龙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

中心
2219 1

管理九级；

专技初级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社会保

障 、行政管理、工商管理（专

硕）、会计学、会计（专硕）

洛龙区旧城城中村改造

中心
2220 1 管理九级

岩土工程、结构工程、市政工

程、市政工程（专硕）、土木

工程（专硕）、城市规划（专

硕）、计算机技术（专硕）

洛龙区村镇建设中心 2221 1 管理九级

岩土工程、结构工程、土木工

程（专硕）、城乡规划学、计

算机技术（专硕）、大数据技

术与工程（专硕）

洛龙区水生态发展中心 2222 1
管理九级；

专技初级

水利工程（专硕）、水利水电

工程、人工环境工程（专硕）、

水文学及水资源

洛龙区植保植检站 2223 1 专技初级

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与害虫

防治、农艺与种业（专硕）、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硕）、

农业管理（专硕）

洛龙区种子管理站 2224 1 专技初级

植物营养学、植物病理学、农

艺与种业（专硕）、农业工程

与信息技术（专硕）、农业管

理（专硕）

洛龙区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2225 2 专技初级

环境工程、农业工程与信息技

术（专硕）、农业管理（专硕）、

农村发展（专硕）、植物营养

学

洛龙区经贸服务中心 2226 1 管理九级

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金

融学、金融（专硕）、产业经

济学、国际贸易学、统计学、

数量经济学

洛龙区文化旅游融合创新

发展中心
2227 2

管理九级；

专技初级

旅游管理、旅游管理（专硕）、

公共管理（专硕）、产业经济

学、文化遗产（专硕）、法律

（法学）（专硕）

洛龙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2228 2 专技初级

妇产科学、妇产科学（专硕）、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公共

卫生（专硕）、外科学、外科

学（专硕）、行政管理、社会

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公共管

理（专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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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直部门

事业单位

（55人）

洛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229 4
管理九级；

专技初级

临床检验诊断学、临床检验诊

断学（专硕）、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

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少

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全科医学

（专硕）、公共卫生（专硕）、

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专硕）、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洛龙区应急指挥保障服务

中心
2230 1 管理九级

安全科学与工程、机械制造及

其自动化、计算机应用技术、

安全工程（专硕）、管理科学

与工程

洛龙区经济事务审计服务

中心
2231 1 专技初级

审计（专硕）、计算机软件与

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

机系统结构

洛龙区统计普查中心 2232 2 管理九级

统计学、应用统计（专硕）、

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区

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金融

学、数量经济学、公共管理（专

硕）、行政管理、技术经济及

管理

洛龙区医疗保障中心 2233 1
管理九级；

专技初级

公共管理（专硕）、行政管理、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社

会保障

洛龙区金融综合服务中心 2234 1 管理九级
金融学、金融（专硕）、区域

经济学、数量经济学

洛龙区市政园林中心 2235 1 管理九级

植物病理学、资源利用与植物

保护（专硕）、农业昆虫与害

虫防治、植物营养学、园林植

物与观赏园艺、风景园林学、

风景园林（专硕）

洛龙区市政园林中心 2236 2 管理九级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学理

论、诉讼法学、法律史、法律

（法学）（专硕）、法律（非

法学）（专硕）（该岗位需取

得《法律职业资格证》A证）

洛龙区数字化城市管理

监督指挥中心
2237 1 管理九级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

用技术、计算机系统结构、计

算机技术（专硕）、网络与信

息安全（专硕）

洛龙区伊水游园管理中心 2238 1 管理九级

公共管理（专硕）、行政管理、

工商管理（专硕）、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专硕）、会计学、

会计（专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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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直部门

事业单位

（55人）

洛龙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2239 2 管理九级

社会学、社会工作（专硕）、

汉语言文字学、新闻学、软件

工程、软件工程（专硕）、应

用心理学、应用心理（专硕）、

行政管理

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

引智部
2240 1

管理九级；

专技初级

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

业经济学、会计学、行政管理、

项目管理（专硕）、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新闻学

乡镇街道

事业单位

（15人）

洛龙区李楼镇党政便民

服务中心
2241 1 管理九级

政治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

金融（专硕）、产业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工商管理（专硕）

洛龙区安乐镇党政便民

服务中心
2242 1 管理九级

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

学、新闻与传播（专硕）、会

计学、会计（专硕）、金融学、

金融（专硕）、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

农村发展（专硕）、资源利用

与植物保护（专硕）

洛龙区定鼎门街道社区

建设服务中心
2243 1 管理九级

工程管理（专硕）、项目管理

（专硕）、环境工程、农业工

程与信息技术（专硕）、社会

学

洛龙区开元路街道社区

建设服务中心
2244 1 管理九级

法律（法学）（专硕）、法律

（非法学）（专硕）、宪法学

与行政法学、诉讼法学、社会

工作（专硕）、行政管理、公

共管理（专硕）、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

洛龙区关林街道社区建设

服务中心
2245 1 管理九级

公共管理（专硕）、行政管理、

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

旅游管理、旅游管理（专硕）、

技术经济及管理

洛龙区太康东路街道社区

建设服务中心
2246 1 管理九级

汉语言文字学、国民经济学、

法律（法学）（专硕）、法律

（非法学）（专硕）、宪法学

与行政法学、行政管理、社会

工作（专硕）

洛龙区古城街道社区建设

服务中心
2247 1 管理九级

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

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

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公共

管理（专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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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道

事业单位

（15人）

洛龙区科技园街道社区

建设服务中心
2248 1 管理九级

农业经济管理、社会保障、财

政学、统计学、会计学、会计

（专硕）、中共党史、思想政

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民

商法学、公共管理（专硕）

洛龙区翠云路街道社区

建设服务中心
2249 1 管理九级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律（法

学）（专硕）、法律（非法学）

（专硕）、刑法学、政治学理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

会学

洛龙区龙门街道社区建设

服务中心
2250 1 管理九级

区域经济学、财政学、产业经

济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

农村发展（专硕）

洛龙区学府街道社区建设

服务中心
2251 1 管理九级

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人

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统计

学、应用统计（专硕）

洛龙区龙门石窟街道社区

建设服务中心
2252 1

管理九级；

专技初级

法学理论、法律（法学）（专

硕）、法律（非法学）（专硕）、

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经济法学、社会工作（专硕）

洛龙区丰李镇农业服务

中心
2253 1

管理九级；

专技初级

会计学、会计（专硕）、统计

学、应用统计（专硕）、民商

法学、诉讼法学、林木遗传育

种、林业（专硕）、农业管理

（专硕）、农村发展（专硕）

洛龙区佃庄镇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中心
2254 1

管理九级；

专技初级

政治经济学、统计学、政治学

理论、社会工作（专硕）、社

会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

管理（专硕）、行政管理、农

业经济管理、林业经济管理

洛龙区佃庄镇综合行政

执法队
2255 1

管理九级；

专技初级

法学理论、宪法学与行政法

学、法律（法学）（专硕）、

法律（非法学）（专硕）、社

会工作（专硕）、社会学、公

安学、运动训练（专硕）、公

共管理（专硕）、行政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