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聘用人员招聘岗位表
岗位编号 单位 岗位名称 拟聘人数 最高年龄 最低学历 最低学位 专业

专业技术资格/职业

资格
其他条件 备注

LH201901 发展和改革局 城市规划 2 35 全日制研究生 硕士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师及以上职称

或注册城市规划师
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LH201902 科技创新局 工程师 2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

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级及以上职称

具有科技领域政策制定、科技项目管理、

产业规划等工作经验者优先。

LH201903 财政局 审计 2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财政学、资产评估、审计学、财务管理、会计学
具备审计或会计中级以

上职称

具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工作经验优

先

LH201904

住房和建设局

高级城市规划师 1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本科：建筑学、城乡规划

硕士：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规划
高级城市规划师

从事城市规划、城市规划编制、审批，城

市规划实施管理，城市规划咨询，建筑工

程类、住房建设相关工作2年以上

LH201905 城市规划师 1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本科：建筑学、城乡规划

硕士：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师

从事城市规划、城市规划编制、审批，城

市规划实施管理，城市规划咨询，建筑工

程类、住房建设相关工作2年以上

LH201906 高级工程师 2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土木工程 高级工程师 从事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2年以上

LH201907 工程师 1 35 全日制本科 学士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程师 从事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2年以上

LH201908 水务局 高级工程师 2 45 本科 学士 水利工程、给排水、工程管理

水利工程或给排水或工

程管理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

8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验

LH201909

应急管理局

注册安全工程师 2 40 大专 不限 不限 注册安全工程师 不限
需从事值班

工作

LH201910 注册消防工程师 1 40 大专 不限 不限 注册消防工程师 不限
需从事值班

工作

LH201911 审计局 审计师 2 40 本科 学士 经济学类、管理类、计算机类 中级及以上审计师职称
3年以上审计、会计、财务等相关工作经

验。

LH201912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

城市规划1 1 35 本科 学士 城市规划相关专业

城市规划师、高级城市

规划师或工程师、高级

工程师

不限

LH201913 城市规划2 1 35 本科 学士 城市规划相关专业
高级城市规划师或高级

工程师
不限

LH201914 工程师1 1 30 本科 学士 工程建设相关专业 工程师或者高级工程师 不限

LH201915 工程师2 1 40 本科 土木工程 工程师或者高级工程师 持有二级建造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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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201916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

局

系统工程师 1 40 研究生 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相关专业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系统分析师或系统规划

与管理师

有5年以上IT工作经验

LH201917 系统工程师 1 40 本科 学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相关专业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系统分析师或系统规划

与管理师

有5年以上IT工作经验

LH201918 应用系统管理工程师 1 40 本科 学士 计算机相关专业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中级

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或PMP资格认证

具有2年以上大型综合性应用系统开发或

管理经验（提供案例演示说明），且目前

仍在岗。

LH201919 电子政务规划建设 1 40 研究生 硕士 计算机类、信息技术类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高级

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具有5年以上大型综合性应用系统开发或

管理经验（提供案例演示说明），且目前

仍在岗。

LH201920 电子政务专业技术 1 40 本科 学士 计算机类、信息技术类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高级

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有5年以上IT工作经验，且目前仍在岗。

LH201921
城市更新和土地整

备局
规划编制 2 35 本科 学士

  本科：城乡规划、建筑学、交通工程、土地资

源管理；研究生：城市规划与设计、交通运输规

划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

城市规划工程师
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最高年龄可放宽至

40岁

LH201922 建筑工务署 施工现场管理 5 35 全日制本科 学士
电气类、土木类、水利类、建筑类、工程造价、

交通运输类、工程管理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与专业相关的副高以上职称；有在党政机

关或企事业单位从事2年以上工程管理工

作经验优先

LH201923

前期中心

工程建设 1 45 全日制本科 学士 土木工程、建筑类 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5年以上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经验

。

LH201924 工程建设 1 45 全日制本科 学士 不限 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有注册造价工程师和5年以上造价从业

经验。

LH201925

重点区域中心

规划设计岗 2 35 全日制本科 学士

本科：城乡规划、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研究生：城乡规划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人文地

理学

城乡规划工程师及以上

职称

本科学历需具备5年以上城乡规划工作经

验，硕士学历需具备3年以上城乡规划工

作经验

LH201926 建筑管理岗 1 35 全日制本科 学士 本科：建筑学； 研究生建筑学
工程师或注册建筑师及

以上职称

本科学历需要5年以上建筑设计或设计管

理相关岗位经验，硕士学历需要3年以上

建筑设计或设计管理相关岗位经验；有房

地产公司、工程项目管理公司、设计院相

关岗位工作经验优先；近5年负责设计或

管理的建设工程项目不少于1个，配合设

计或管理的项目不少于3个（每个项目总

建筑面积不小于5万平米）。

LH201927 会计核算中心 财务稽查 1 无 本科 学士 审计
具有中级及以上会计或

审计职称

具有5年及以上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或审计

工作经验

LH201928

观湖街道办

审计 2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审计 中级及以上 工程审计、财务审计经验优先

LH201929 工程建设 2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土木工程、建筑学、环境工程、工程造价、水利

水电
中级及以上 有相关专业工作经验优先

LH201930 安全生产 2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电气工程、土木工程、矿业工程、法学 注册安全工程师 有相关专业工作经验优先

LH201931 消防监督 2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学位
消防工程、电气工程、安全工程，消防工程专业

优先录取
注册消防工程师 有2年以上消防安全工作经验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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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201932

民治街道办事处

审计师 1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财务管理、会计学、会计、财务会计、审计学 中级审计师以上 3年及以上财务、审计工作经验

LH201933 高级审计师 1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财务管理、会计学、会计、财务会计、审计学 高级审计师 3年及以上财务、审计工作经验

LH201934 工程师 2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工程管理、城市规划及相关专业 中级工程师以上
有项目管理、工程管理软件需求分析经验

者优先，注册城市规划师优先

LH201935 高级工程师 2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土木工程
高级工程师

副高以上职称

有项目管理、造价管理等工作经验丰富者

优先

LH201936 注册消防工程师 1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消防工程 注册消防工程师
工作满5年或取得含消防工程专业在内的

双学士学位或者研究生班毕业工作满3年

LH201937 注册安全工程师 1 45 全日制本科 学士 机械、电气 注册安全工程师 不限

LH201938

龙华街道办事处

工程项目管理 1 45 全日制本科 学士

建筑类、土木类专业

（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城乡规划、

风景园林等）

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3年以上工程建设管理相关工作经验；有

政府工程管理经验者优先；有工程现场管

理工作经历者优先。

LH201939 技术总工 1 45 全日制本科 学士 土木工程
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3年以上工程建设前期管理相关工作经

验；有政府工程管理经验者优先；有担任

项目经理工作经历者优先。

LH201940 审计岗 1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审计学
审计师

高级审计师

2年以上审计相关工作经验；有政府审计

工作经验者优先。 

LH201941 安全检查岗 1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化工与制药类专业
注册安全工程师

注册安全评价师

2年以上安全生产管理相关工作经验；有

政府安全生产管理经验者优先。

LH201942

大浪街道办事处

工程师 1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建筑类、土木类、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造价工程师及以上

具有相关工作经验满5年

LH201943 工程师 2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建筑类、土木类、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工程师及以上 具有相关工作经验满5年

LH201944 工程师 1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城乡规划、风景园林
风景园林/园林绿化工程

师及以上
具有相关工作经验满5年

LH201945 注册安全工程师 1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专业不限，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优先 注册安全工程师 具有相关工作经验满5年

LH201946 注册安全工程师 1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专业不限，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优先 注册安全评价师 具有相关工作经验满5年

LH201947 注册消防工程师 2 40 全日制本科 学士 专业不限，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优先 注册消防工程师 具有相关工作经验满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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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201948

福城街道办事处

工程师 3 40 本科

本科：工程管理；交通工程；给排水科学与

工程；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水利类； 

研究生：建筑与土木工程硕士（专业硕

士）；水利工程；电气工程；地质工程；环
境工程；结构工程；市政工程；桥梁与隧道

工程；工程管理硕士（专业硕士）；交通运

输工程硕士（专业硕士）；

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具有2年以上工程管理经验；具有土木工

程、水利工程或建筑等中级及以上工程师

证。

专业技术类

LH201949 高级工程师 3 45 本科

本科：工程管理；交通工程；给排水科学与

工程；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水利类；  

研究生：建筑与土木工程硕士（专业硕
士）；水利工程；电气工程；地质工程；环

境工程；结构工程；市政工程；桥梁与隧道
工程；工程管理硕士（专业硕士）；交通运

输工程硕士（专业硕士）；

高级工程师
具有2年以上工程管理经验；具有土木工

程、水利工程或建筑等高级工程师证。
专业技术类

LH201950 注册安全工程师 1 40 本科 不限 注册安全工程师
具有2年及以上安全管理经验；具备《注

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职业技能类

LH201951 注册消防工程师 1 40 本科 不限 注册消防工程师
具有2年及以上消防安全管理经验；具备

一级及以上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书。
职业技能类

LH201952

观澜街道办事处

高级审计师 2 40 本科 学士 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
会计师、审计师及以上

职称
从事审计或财会工作5年及以上

LH201953 高级工程师 2 40 本科 无 建筑类、水利类、测绘工程、土木工程 副高级职称 从事建筑工程类工作5年及以上

LH201954 注册安全工程师 1 35 本科 无 不限 注册安全工程师 从事安全工程工作2年及以上

LH201955 注册安全评价师 1 35 本科 无 不限 注册安全评价师 从事安全评价类工作2年及以上

LH201956 注册消防工程师 2 35 本科 无 不限 注册消防工程师 从事消防工程工作2年及以上


