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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气象局事业单位
2021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河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暂行办法》，

经中国气象局人事司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河北

省气象局事业单位 2021 年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30

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单位基本情况

河北省气象局成立于 1954 年 12 月，是厅（局）级事业

单位，实行上级气象主管机构与本级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以

上级气象主管机构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承担全省气象工作

的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负责全省气象工作的组织管理等职

责。河北省气象局下设 10 个内设机构，12 个直属事业单位，

11 个设区市气象局和河北雄安新区气象局，145 个县（市）

气象局（站）。

二、招聘原则

坚持德才兼备，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

实行公开招聘，在考试、考察的基础上择优聘用。

三、招聘方式

本次招聘采取统一招聘方式。

按照制定招聘方案、发布招聘公告、报名及资格审查、

考试、考察、体检、拟聘人员公示、办理聘用手续、订立聘

用合同等步骤进行。

四、招聘条件、岗位、人数

（一）应聘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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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年龄一般在 18 周岁以上、35 周岁以下（1985 年 3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出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可放

宽到 40 周岁以下（1980 年 3 月 1 日以后出生）。

3.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具有良好的品行。

5.具有符合岗位要求的工作能力。

6.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7.具备报考岗位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本次招聘全部岗位用于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包括

以下人员：

（1）纳入国家统招计划、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持有

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的 2021 年高校毕业生。

（2）国家统一招生的 2019 年、2020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

离校时和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

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

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

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

（3）参加“服务基层项目”前无工作经历，服务期满

且考核合格后 2 年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人员。

（4）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或毕业当年入伍，退役后（含

复学毕业）2 年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退役士兵。

（5）2021 年取得国（境）外学位并完成教育部门学历

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以及 2019 年、2020 年取得国（境）

外学位并完成教育部门学历认证且未落实工作单位的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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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人员。

(二)招聘人数和岗位条件：

2021 年河北省气象局事业单位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30

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30 名。具体招聘人数和岗位条件详

见《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 2021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附件 1：《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 2021 年公开招聘（统一招聘）

岗位信息表》。其中专业按照《气象部门人员招录专业目录

（2021 年版）》(附件 1)设置。

符合招聘条件的港澳台居民，均可报名应聘相应岗位，

需取得祖国大陆承认的学历。

现役军人、试用期内的公务员和试用期内的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未满最低服务年限或未满约定最低服务期限的人

员、2021 年 12 月 31 日尚未毕业的在读学生，不在招聘范围。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和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失信被执

行人，以及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

他情形人员，不得报考。此外，应聘人员不得报考聘用后即

构成回避关系的招聘岗位。

回避关系是指《河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暂行

办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凡与聘用单位负责人员有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的应聘人

员，不得应聘该单位负责人员的秘书或者人事、财务、纪律

检查岗位，以及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岗位。聘用单位负

责人员和招聘工作人员在办理人员聘用事项时，涉及与本人

有上述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招聘公正的，也应当回

避”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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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招聘程序

通过河北人社网（http://rst.hebei.gov.cn/）、河北

省气象局网站(he.cma.gov.cn)面向社会公开发布招聘信

息。

（一）报名和资格审查

1. 网 上 报 名 。 报 名 网 址 ： 河 北 省 人 事 考 试 网

（www.hebpta.com.cn）。报名程序、方法、要求等请查阅

《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 2021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不接收其他方式报名。

2.准考证发放：由考生按照《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 2021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自行下载打印。

（二）笔试

笔试由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一组织

实施，时间、地点、考试内容、笔试成绩查询方式等相关信

息见《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 2021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三)面试

1.面试人选确定。依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计划招

聘人数与进入面试人选 1：3 的比例确定面试人选，比例内

末位笔试总成绩并列的都进入面试。

2.面试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3.面试方式。采取结构化面试方式进行，主要测试应聘

人员的综合素质和相关能力。面试满分 100 分，最低合格分

数线 60 分。面试当场打分，面试成绩采用“体操打分”方

法，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其他分数的平均分为面

试成绩。面试成绩当天在面试地点一楼大厅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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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格复审。面试前，由招聘单位对参加面试人员进行

资格条件复审。资格条件复审时，面试人员应按照招聘岗位

资格条件要求提供本人身份证、笔试准考证、毕业证、学位

证、资格证书和有关材料原件以及复印件。经复审不符合报

名资格条件的，取消面试人选资格。在笔试成绩最低合格分

数线以上报考同一岗位的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5.总成绩合成。面试结束后，按笔试成绩、面试成绩两

部分计算考试总成绩，总成绩满分 100 分，最低合格分数线

60 分。总成绩=笔试成绩÷2×40%+面试成绩×60%。计算考

生成绩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四)体检、考察

根据考生考试总成绩，按 1：1 比例在最低合格线以上

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体检人选。如比例内末位考生

考试总成绩相同，按以下顺序确定体检人选：退役士兵，烈

士子女或配偶，残疾人，学历（学位）较高者，面试成绩较

高者。体检工作由河北省气象局统一组织，体检参照现行公

务员录用体检标准执行。

体检合格的，由河北省气象局人事处对其思想政治表

现、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等情况进行考察，并对

其资格条件进行复查。体检、考察不合格的，取消拟聘人选

资格，并从最低合格分数线以上报考同一岗位的人员中从高

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五)公示

经考察、体检合格的，确定为拟聘用人选，在河北人社

网（http://rst.hebei.gov.cn）、河北省气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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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cma.gov.cn）进行公示，公示期 7 个工作日。

(六)聘用

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按程序办理相关聘用手续，签订

聘用合同。被聘用人员按相关规定实行试用期，试用期一并

计算在聘用合同期限内。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

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

六、其他事项

通过河北人社网（http://rst.hebei.gov.cn）面向社

会 公 开 发 布 招 聘 信 息 ； 通 过 河 北 省 气 象 局 网 站

（he.cma.gov.cn ）公布招聘过程中资格复审时间和地点、

面试时间和地点等信息。请考生注意查看相关信息。

对发现的违纪违规行为，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

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第 35 号）处理。

政策咨询电话：0311-67108586、67108837（省气象局

人事处）

监督举报电话：0311-67108860（省气象局党组纪检组）

附件：1.气象部门人员招录专业目录（2021 年版）

河北省气象局

2021年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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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气象部门人员招录专业目录

（2021 年版）

专业类别 包含专业 备注

气象类

大气科学，大气科学（大气物理），大气科学（大气探测），大气科

学（大气环境），大气科学（水文气象），大气科学（海洋气象），

大气科学（气候），大气科学（物理海洋学），应用气象学，应用气

象学（公共气象服务），雷电科学与技术，大气科学（中外合作办学），

电子信息工程（气象探测）

本科

气象学，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雷电科学

与技术，气候系统与气候变化，气候学，地球流体力学（大气科学类），

大气遥感与大气探测，3S集成与气象应用，空间天气学，海洋气象学，

气象信息技术，环境气象，农业气象学，地表圈层与过程（大气科学

类），气候变化风险管理（大气科学类），气候变化与环境生态学（大

气科学类），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气象防灾减灾、气候与气候变化、

公共气象服务、气象资源与社会发展等气象专业方向），农业工程与

信息技术（大气探测技术与应用、人工影响天气技术与应用、雷电科

学与技术、气象灾害防御与风险评估、农业气象服务、气象综合业务

保障与发展、气象信息服务与管理等气象专业方向），农业管理（公

共气象服务管理等气象专业方向），气象灾害监测与预警，气象探测

技术，气候与大气环境

研究生

大气科学技术，大气探测技术，应用气象技术，防雷技术 专科

气象相关类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生态工程，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地理科

学，地理信息科学，地球物理学，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空间科学与

技术，遥感科学与技术，安全工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海洋科学，

海洋技术，生态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农学，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

环境，林学，草业科学，防灾减灾科学与工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

治

本科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资源环境科学，水文学及水资源，物理海洋学，

生态学，全球环境变化，自然灾害学，自然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

息系统，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

息系统，空间物理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地球与空间探测技术，

地球动力学，地学信息系统，海洋地理学，海洋地球物理学，海洋物

理，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环境生态学，环境遥感，环境灾害学，空间

环境，空间环境科学与技术，空间探测与信息处理技术，农业生态学，

农业生态与气候变化，水文地质学，水文气候学，遥感技术与应用，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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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别 包含专业 备注

遥感信息科学与技术，资源与环境，资源环境与信息技术，资源环境

与遥感信息，资源与环境保护，资源与环境遥感，摄影测量与遥感，

地质工程（大气科学与环境方向），自然资源学，环境地理学，气候

变化科学与政策，农业管理（防灾减灾与应急管理方向），作物栽培

学与耕作学，植物保护，农业资源利用，土壤学，农业遥感与信息技

术，草业科学，草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数学物理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统计学，数理基础

科学，物理学，应用物理学，数据计算及应用
本科

数学与信息技术，信息与计算科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理统计学，

应用数学，数学，统计学，应用统计学，应用统计，基础数学，计算

数学，大数据统计，计算物理学，计算物理及数值分析，计算物理与

数值代数，科学计算与信息处理，数学物理，数据智能分析与应用，

信息统计技术，应用数学与计算数学，智能计算及其应用，智能信息

处理，理论物理，应用物理，无线电物理

研究生

信息技术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信息工程，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

息安全，信息资源管理，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

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电磁场与无线

技术，人工智能，智能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电子与

计算机工程，物联网工程

本科

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技术，

电子与通信工程，软件科学，软件工程，通信与信息系统，模式识别

智能系统，计算机网络，信息资源管理，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信号

与信息处理，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大数据科学

与技术，高性能计算，计算机控制技术，计算机控制系统，计算机网

络与信息安全，计算科学，计算信号处理与智能系统，空间数据处理

技术与应用，空间信息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技术，软件工程技术与

服务，软件工程理论与方法，软件科学与技术，通信系统与信息安全，

通信与信息处理，图像处理与科学可视化，图像处理与智能系统，网

络与信息安全，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信息安全处理与技术，信息处

理与控制，信息计算技术，信息与计算科学，遥测与信息网络，遥感

信息科学与技术，云计算理论与应用，智能计算与系统，智能监测与

控制，智能控制与信息系统，智能信息处理技术，智能信息技术，图

像科学与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

研究生

媒体传播类
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动画，数字媒体技术，

数字媒体艺术，网络与新媒体，传播学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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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别 包含专业 备注

广播电视，交互式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新闻与传媒，新媒体与数字

传播，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艺术，网络与新媒体，广播电视与数

字媒体，新媒体学，视听新媒体传播，媒体语言学

研究生

教育培训类

教育学，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教育技术学，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本科

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技术学，现代教育技术，教育管理，

心理健康教育，科学与技术教育，应用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研究生

财务会计类

会计学，财务管理，财政学，审计学 本科

会计学，会计，财务管理，财政学，会计与金融管理，会计与财务管

理，财务会计，审计学，审计
研究生

综合管理类

管理科学，行政管理，秘书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档案学，汉语言文学，

新闻学，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编辑出版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哲学，

科学社会主义，法学

本科

管理科学，应急管理，行政管理，秘书学，工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新闻学，传播学，新闻与传播，档案学，英语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

管理哲学，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

法学理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法律硕士

研究生

说明：

1. 本目录根据气象部门主要岗位对专业的需求，参照公务员考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对专业的有关要求和教育主管部门学科专业设置进行编制。

2. 表中的“专业类别”，是指根据气象部门主要岗位特点对各学历层次所需专业的归

类，不是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专业类（或一级学科）。气象部门各单位发布的招录计划中，

所列的“专业类别”需求，仅包含表中该类别所列的专业。

3. 表中的“包含专业”，是《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授予博士、硕

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及高等院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设置的研究生

培养二级学科（专业）中包含的与气象部门主要岗位相匹配的本科和研究生专业，以及高等

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包含的气象类专业（专科层次）。确因工作需要招录未列入目录的专业

的，应以批复的招录计划为准。

4. 专业名称后面括号中的文字为该专业的下设专业方向或该专业所属的教育主管部门

规定的专业类（或一级学科）等，符合该条件的专业或专业方向方可按所列专业类别招录。

5. 招录岗位专业设置的其他规定，以《气象部门人员招录岗位专业设置暂行办法》（气

人函〔2019〕317号）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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